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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纪录电影《三变 山变》专家观摩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

该片由彭兰玉执导，以改革开放 40 年为大背
景，用纪录电影表现手法展示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各
级党委、政府带领民众开启脱贫攻坚之旅的事迹，
真实再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这“三变”改革探索中的鲜活故事，记录了中
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该片近期将在全国上映。山东青岛市民会率先
通过移动电影院观看到这步影片，这也是移动电影
院分区、分众发行的一次创新性尝试与落地。

（乔一洺）

新 年 钟 声 已 经 敲 响 ，
冬奥会也正在进入北京时
间。近日，浙江卫视与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为推广 2022 北京冬奥
会专门定制的国内首档少
儿冰雪成长节目 《大冰小
将》，以“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 雪 运 动 ” 的 号 召 为 契
机，通过书写 14 位冰球小
将的成长故事，让生命火
花和体育精神一同绽放。

一 位 “ 金 牌 经 理 人 ”
易烊千玺，一位“全能领
队”雷佳音，3位国际级教
练，14 位来自不同地区、
年龄在 6到 9岁之间的冰球
小将，组成了一支大冰小
将队。李成言个子最小，
赛场上却有着超越年龄的
勇猛无畏；片秋然日常很
调皮但场上责任感超强；技
术流王子场上所向披靡，场
下热心照顾队友；还有比男
孩更勇敢的女将李安逸、实
力超群又腼腆的潘思言、犯
错敢于承认的赵柬……镜
头下的他们坚韧、友爱、有
担当，将节目升华到热血成
长的主题。

易烊千玺、雷佳音这对性格迥异的拍档作为经
理人和领队，则让热血成长故事更加立体丰满。他
们一个给予孩子疏导、帮助，让他们蜕变、进阶，
是成熟温暖的“千玺哥哥”；一个给孩子关怀鼓励，
照顾日常起居，是小将们口中贴心的“雷爸爸”。这
种中国式爸爸、哥哥与孩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使得
这支队伍变得更有凝聚力，也让节目贴近生活，富
有感染力。

酒馆虽小，却浓缩了人间百态。近日，由刘江执
导，高满堂编剧，陈宝国、秦海璐等主演的近代传奇
剧 《老酒馆》 杀青。这部剧讲述 1928 年到 1946 年期
间，大连好汉街上山东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和他开办
的老酒馆中发生的故事，以小酒馆为舞台展现时代变
迁，依托图卷式的剧情结构和群像叙事的手法，以中
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为背景，上演了一幕“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传奇大戏。

陈宝国饰演的陈怀海重情重义、傲骨凛然，是老

酒馆里的“顶梁柱”。陈宝国在形容这个角色时说：
“一个男人的一生肯定有故事，在陈怀海身上，则是传
奇，他那股子韧劲儿最能反映出中国人的精气神。”家
国大义之外，也有儿女情长。剧中秦海璐饰演的“谷
三妹”与王晓晨扮演的“小晴天”都对他情深意切，
三人之间的感情戏浪漫诙谐，让人忍俊不禁。

在特殊年代里，老酒馆既是邻里间的周旋地，也
是各方人物的“斗兽场”。剧中呈现的每个角色都有血
有肉，个性鲜明。饰演“三爷”的演员刘桦表示，“虽
然‘三爷’在酒馆中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在关键时
刻他就像陈怀海的影子，中国人最重要的气节他全都
有。”饰演贺义堂的演员冯雷也感同身受，“剧中每个
人物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尽管平时只是芸芸众生的一
分子，但面对民族荣辱，所有人都能挺身而出，没有
一个人掉链子。”

在编剧高满堂看来，“一部好的作品，一部能留下
来的作品，一定是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真实的历史人物
在心里孕育着，培养着，融汇到自己的血液里。”《老
酒馆》 正是以高满堂自己父亲开的山东老酒馆作为模
本，而陈怀海这个核心人物，也是以其父亲为原型的
理想主义人格的化身。当“流量+IP”的影视剧模式已
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时，快节奏、强情节、带有自身
价值观的电视剧，更能激起观剧欲望，“内容为王”才
是国剧的新出路。导演刘江表示，《老酒馆》的创作团
队一直坚持“守正创新”，希望凭借跌宕的情节、细腻
的细节、巧妙的构思和真实的表演，打造出一部剧作
新、制作新、内容新、形式新的“四新剧”。

由陈国星执导、赵冬苓编剧，张译、张国立、李建
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 《我的亲爹和后爸》 日前在东方卫
视开播。该剧围绕大学教授李梁 （张译饰） 与性格迥异
的两位“父亲”——生父李易生 （张国立饰）、继父李东
山 （李建义饰） 之间的复杂的亲情关系，讲述了一个个
饱含温暖与生活气息的故事。

对于观众来说，张译的荧屏形象一直与“接地气”
的小人物脱不开关系，无论是 《鸡毛飞上天》 中白手起
家的个体户，还是 《守护丽人》 里热心上进的快递员，
在他的演绎之下焕发出勃勃生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此次在 《我的亲爹与后爸》 中，张译的荧屏形象实
现新突破，剧中，他不仅西装革履，站上三尺讲台，成
为受人尊重的大学讲师；还化身畅销书作者，以文字为
载体，向大众传播“心灵鸡汤”。

不同于以往主打“婆媳、夫妻关系”的家庭伦理
剧，《我的亲爹和后爸》围绕儿子和两个父亲之间的故事
展开，剧中李梁的亲生父亲李易生由于缺席了孩子的成
长而深感内疚，多年后他突然回归，一心想要弥补子
女，却频繁引发争端，导致与李梁兄妹的矛盾不断加
深。剧中，张国立着装时尚，言谈举止则像个“老小孩”，
经常好心办坏事。与个性活泼的李易生相比，由李建义饰
演的李东山则几乎具备了所有影视作品中“老好人”的特
质，耿直憨厚，朴实善良……丧妻之后，他独自抚养儿子。
在他的悉心呵护下，李梁成长为一名社会精英，家庭幸福
美满。本该坐享天伦之乐的他，却在生日聚会上见到了多
年未见的李易生，一场关于亲情的强烈碰撞开始了。

作为春节期间播出的剧集，《我的亲爹与后爸》具备
了“合家欢”特质：该剧立足现实，通过对父子关系的
探讨，引出一系列烟火气息浓郁的家常琐事，浓缩人生
百态，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记者对话周星驰

1，记者：距离您执导香港经典电影《喜剧之王》已
经过了20年，如今为什么要拍这部《新喜剧之王》？影片
新在哪里？

周星驰：《新喜剧之王》首先新在有王宝强参加，里
面也有另一个新人鄂靖文当主演。我希望 《喜剧之王》
这个 IP有让新人表现自己的功能和效果。《新喜剧之王》
是让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人来表现自己。我希望这样的做
法可以延续下去，发掘更多人才。另外，《新喜剧之王》
比 《喜剧之王》 更励志，20年前龙套尹天仇的梦想没有
达到，没有取得成功，但 20年之后，我认为，只要你有
梦想，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2，记者：您觉得王宝强在拍摄时候的表现是否符合
您的预期？

周星驰：他表现非常好。他的表现是我没想到的，
在我意料以外的。

3，记者：王宝强现在的年纪和您拍《喜剧之王》时
比较接近，您看他现在和拍 《喜剧之王》 时的您，有哪
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周星驰：我当年拍 《喜剧之王》 的时候，也是处在

一个努力奋斗的过程中。那时我刚经历过一些起伏高
低，心里是迷茫的，看不清楚路。但我还是想不断地尝
试一些新东西，比如 《喜剧之王》 这个类型的电影，当
时是比较小众的，也不是主流的题材，是比较冷门的。
王宝强现在的心态跟我那时应该不一样。

4，记者：您在《喜剧之王》中提出的“努力，奋斗”口号
非常励志，您自己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周星驰：其实一开始我当演员的时候，就经常在想导
演的一些事情，比如机器应该放在哪里，台词应该怎么改，
但是那时导演常常说你干吗要问这些问题，这不是你应该
问的。我们都是在慢慢地发现自己，比如我其实根本是一
个幕后的人，不适合做幕前。这个过程里自己也非常迷
茫。《大话西游》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故事，自己非常感
动，但是当时公映后的效果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家说，
周星驰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接着我拍《喜剧之
王》，大家又都不理解，说你又在搞什么，你算了吧。但我
还是继续做。《喜剧之王》之后又拍了《少林足球》，跟《喜剧
之王》都是讲小人物的奋斗过程，但包装完全不一样。

, 5，记者：您的电影从 《功夫》《长江七号》 起就在
中国内地的贺岁档播出，后来《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
篇》《美人鱼》等都创造了春节档的超高票房。您对中国
内地春节档的看法怎样？

周星驰：春节档现在是内地最大的档期，观众的数
量是最大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有机会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间里面，把我的电影呈现给观众。
我觉得我能参与，就已经很满足了。创作的时候，其实
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完成，会不会在春节档，但是一直考
虑观众需求是必须的。

6，记者：您的“无厘头”喜剧影响了无数海内外华
人，拥有众多拥趸，您是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您最推
崇的喜剧电影是什么样的？

周星驰：喜剧应该是很多元化的，其实我做的电影
都不算是喜剧。我从来没有说我做的就是喜剧，在我的
故事里面，都是又有搞笑，又有凄惨，各种情感情绪掺

在一起。但搞笑这个部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很
喜欢搞笑，它很困难。还有就是影片要能够很开心地用
有趣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我平常受苦多，就想要把这
些东西变成一些有趣的好玩的东西做出来。我觉得人生
态度应该比较乐观。

记者对话王宝强

1，记者：您是否看过 《喜剧之王》？您觉得自己为
什么会被周星驰选中出演《新喜剧之王》？

王宝强：2000年，我为了实现拍电影的梦想来到北京，
当时就是跑龙套，也是在那个时候看了《喜剧之王》。当时
我看电影，经常从里面学习演员的演技，也学习里边的角
色打不死的“小强”精神。即使在生活中经常被嘲笑，但自
己还是在寻找机会，在努力，在奋斗。没戏拍的时候，我就
去工地上干活。别人经常质疑我：你凭什么能成为一个演
员？但是我一直有这种信念，如今终于和周星驰合作了。
这就是坚持不放弃就能取得成功的活生生的例子。

我在 《新喜剧之王》 里演的角色其实跟大家想象的
不一样，大家都以为我是在演老版的男主角、周星驰饰
演过的尹天仇，其实不是。我这次演的角色是一个过气

的明星，内心复杂。感谢周星驰导演选择我，觉得我有
独特的、别人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潜能。

2，记者：您执导过 《大闹天竺》，周星驰在现场的
导演状态和您当导演时有什么不一样？

王宝强：他的状态当然和我很不一样。我得向他多
取经多学习。我当导演确实是一个新人，到现场我都慌，
觉得自己没有方向，也没有请监制，怕拍不好会连累朋友，
感觉跟自己刚到北京跑龙套时候的那种感觉差不多。我
只好什么也不管，自己往前冲。经过这一次，意识到自
己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后续应该不断学习，慢慢地进
行各方面的积累。周星驰在现场是游刃有余的，很有魅
力，有激情，有独特的地方。他在创作时也投入。

3，记者：您现在的心态和想法是怎样的？
王宝强：人在每一个年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

太一样的想法。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往前走是黑的，看
不到光明，看不到自己能否成功，往后退又退不回去，因为
退了就等于放弃了。现在演戏演了很多，想多学一些有自
己创造的东西。

4，记者：您主演和执导的电影，大多数也是在春节
档上映，您怎么看这个档期？

王宝强：以前其实春节档容量没这么大，周星驰的
《西游降魔篇》在2013年春节期间成为票房爆款，从那时
我们的春节档才真正成了一个大的档期，以前都是叫贺
岁档，包括我们的 《泰囧》 公映时也是贺岁档。很有幸
我今年能参与《新喜剧之王》，又在春节档上映。能在这
个档期和观众见面，我真的挺知足的。

5，记者：您出演并执导了不少喜剧电影，也获得过一
些奖项。您最推崇什么样的喜剧电影？

王宝强：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应该称得上是春节档电
影的鼻祖。看了他的电影一路走过来，我觉得这样的喜
剧片才是有品位有深度的，让观众看得不仅欢笑，还会
有很多感触。他的电影不是假大空。我想这就是最值得
推崇和学习的喜剧片。

日前，聚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民族企业发展的专题
纪录片《民族品牌撑起大国脊梁》在人民网上线。

该片由人民网出品，以飞鹤乳业、徐州工程机械
集团、吉利集团、苏宁易购四家民族企业为代表，从
四家企业的发展脉络，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群
众食、住、行、网的不断变革。

该片以“人物深度专访+企业外拍”的拍摄方式和
视频加图文的复合形式呈现，力求达到风格朴实质感
有温度，通过30分钟的专题片突出体现民族企业历史
和家国情怀。该片呈现的民族企业严把质量关的细节
操作以及强烈的百姓生活今昔对比，很容易引发观众
的情感共鸣。 （马 强）

春节档来临，周星驰执导、王宝强等主演的电影 《新喜剧之王》 广受瞩目。本报记者采访了周星驰、王宝强，
请他们谈谈有关这部新片、有关他们个人、有关春节档、有关喜剧电影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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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馆》打造四新剧

高满堂刘江强强联手
□刘书田

《民族品牌撑起大国脊梁》播出《民族品牌撑起大国脊梁》播出 《三变 山变》讲述脱贫攻坚故事

《老酒馆》 拍摄现场：陈宝国 （背人者）、秦海璐
（左） 等在表演 摄制组供图

《老酒馆》 拍摄现场：陈宝国 （背人者）、秦海璐
（左） 等在表演 摄制组供图

易烊千玺和小队员们在一起 出品方供图

《我的亲爹与后爸》剧照：李梁（中，张译饰）与两位“父
亲”：生父李易生（右，张国立饰）、继父李东山（李建义饰）

东方卫视供图

周星驰王宝强

打开喜剧的11个问号
□本报记者 苗 春周星驰在接受采访 乔一洺摄 王宝强在接受采访 乔一洺摄

《新喜剧之王》女主角鄂靖文 出品方供图

周星驰（带帽者）、王宝强（躺地者）在拍摄现场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