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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担心为互联网打工

阿里影业今转向电影业服务者

导演刘伟强

刘烨饰演毛泽东

朱亚文饰演周恩来

刘昊然饰演粟裕

欧豪饰演叶挺

刘伟强+90后演员

这部《建军大业》有青春和热血
本报上海专稿
特派记者万旭明

恰逢建军90周年，
电影 《建军 大 业 》也将

刘伟强执导历史戏 亲身重走了一遍“建军之路”
黄建新在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中均为导演，在《建军大业》中则转做监
制，导筒移交到刘伟强手中。 而在观众
的认知中，刘伟强是第一次拍《建军大
业》这一类型的主旋律电影，别说观众

有疑惑，连他自己也很犹豫。
接下这部戏后， 刘伟强从南昌出
发， 把建军历史涉及到的地方都重走
了一遍。 黄建新透露， 光是历史资料，
刘伟强就看了有两三尺厚。 在拍摄中，

上映。 18日，影片众主
创亮相上海电影节。首
次执 导 主 旋律 电 影 的
刘 伟 强 带 着 一 批 90
后 演 员 ， 如何在那一
段波 澜 壮 阔的 历 史 中
演绎 出 当 年的 青 春 与
热血，值得期待。

他更是非常谨慎。 “曾经有人跟我说
刘伟强拍戏很快， 一般两个月就可以
拍完。 但这次拍到差不多三个月的时
候， 我以为差不多了， 他却说还是不
行。”

90后饰演粟裕叶挺 当年将领们也才20来岁
《建国大业》 由唐国强、 张国立
等一批老戏骨出演， 陈坤已经算是主
角中最年轻的一个。 到 了 《建党伟
业》， 刘烨、 郭涛、 任达华等中生代
演员挑起大梁。 而到了 《建军大业》
中， 除了再次饰演毛泽东的刘烨、 饰
演周恩来的朱亚文、 饰演贺龙的王景

春等， 片中还有一大批 85 后、 90 后
演员加入， 如饰演叶挺的欧豪、 饰演
粟裕的刘昊然， 饰演宋美龄的张天爱
等。
“建国三部曲” 的演员越来越年
轻， 但 90 后是否能演绎出建军将领
们的历史感？ 对此， 监制黄 建新说

道： “当年的那些人其实也就是 20
来岁的年纪， 他们年轻的生命有一些
向外散发的朝气和热情， 所以一定要
选年轻的演员才能表现出来。”
而 90 后演员们对建军将领们也
有独到的理解。 欧豪形容叶挺为“很
血性， 敢打敢拼， 作风硬气”。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辞世 “他的捧哏朴实憨厚”
本报讯 曾表演过《虎口遐想》等
作品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
18 日晚不幸逝世，享年 85 岁。
唐杰忠，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932 年生，山东黄县人。 中华说唱艺
术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院
中外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新加坡新
风相声学会顾问，曾被评为“全国十

大笑星”，获得
“
侯宝林金像奖”
“
中国
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1949年入伍， 进入某部文工团。
1958年调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成
为一名专业相声演员。 1964年进京拜
刘宝瑞为师。他创作表演了《柳堡的故
事》，师父亲自为他捧哏。 1964年调入
中央广播说唱团。 1974年开始与马季

搭档，合作演出了《友谊颂》《新〈桃花
源记〉》
《海燕》
《高原彩虹》 等相声，蜚
声全国，红极一时。 后与郝爱民搭档，
推出了《彬彬有礼》
《父与子》
《英雄启
事》等作品。
1985 年开始与姜昆合作， 表演
的《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学唱歌》
《着急》《重大新闻》等，反响强烈。 曾

连续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的演出， 并多次担任大型文艺晚会
的主持人。
他的捧哏朴实憨厚、儒雅自然，
并且能够根据不同合作伙伴的特点
及时调整表演风格， 能够与每一位
逗哏演员配合得严丝合缝。
(据《人民日报》)

本报上海专电（特派记者 万旭明）电
影业的风向变化有多快？ 前两年的上海
电影节上， 因为阿里巴巴等公司携大笔
资金进入电影内容制作业， 各大传统电
影公司都在担忧“要为网络公司打工
了”。 可短短几年后，阿里影业带头宣布
转向，从内容制作变为以行业服务为主。
作为新上任的阿里影业董事长，俞永
福自称是
“
理工男”，他曾从事风险投资行
业，如今在电影业看到了相似的“三高症
状”：资金密度高、人才密度高、同时风险也
高。
“
电影是不是高回报呢？我在问我自己。
去年中国电影 400 亿的票房，放到 360 行
里看，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行业。 ”无
独有偶，华谊兄弟电影总经理叶宁也有一
些冷思考：
“
都说 2016 年是小年， 但这反
而会使从业者静下心来，想清楚前路怎么

走，前几年大家都浮躁得找不着北了。 ”
在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进入电影
业时， 传统电影公司曾惊呼：“以后要为
互联网公司打工了。 ”一时间，IP、大数据
等也成为业内热词。但经过这几年，俞永
福表示，“阿里影业的新战略将定位为基
础设施公司，对上游内容制作公司来说，
我们不是竞争者，而是服务者。 ”在他看
来， 未来阿里影业的优势和立足点都在
于科技、数字平台资源。 例如在发行《一
条狗的使命》时，阿里通过电商平台购物
历史、视频网站用户的观影历史、购票平
台的关注度等数据， 分析出该片的精准
人群，即爱宠人士、年轻女性、亲子家庭
等， 最终使影片在中国的票房成为北美
两倍之多。 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衍
生品销售，也已超过 3 亿元总额。

靠脸这种事他们不想干了
本报上海专稿 特派记者万旭明
都说这是个看脸的时代， 但对演员
来说，外表其实是把双刃剑，不然怎么会
有那么多明星自毁形象挑战丑男丑女角
色。这届上海电影节上，就有不少外表出
众、 或是被冠以偶像之名的演员在试图
突破自己。

李易峰
30 岁了要靠作品
在电影《心理罪》中，李易峰饰演了
一个“优美又性感”的犯罪心理学天才，
被原著作者形容为“青春、充满冲劲和勇
气的感觉和人物很像”。 在 《老炮儿》之
后，他的角色又有了新的突破。 但“小鲜
肉”这个词始终围着他转，在回应这一问
题时，李易峰有些激动地说：“我已经 30
岁了， 还会被人说留给大家的印象是小
鲜肉。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
说我靠作品， 让大家看完后去改观说我
到底是怎么样的。 ” 谈到对自己目前的
定位，他表示：“我的定位就是李易峰。 ”

陈学冬
新片变身粗糙刑警
在郭敬明的电影里， 陈学冬总是自
带美颜效果。但在新片《猜猜我是谁》中，
他变成了个粗糙的刑警。 影片由彭顺执
导， 以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电信诈骗为主
题， 为了呈现出诈骗团伙的作案方式和
经典案例， 影片取材自公安局反诈中心
的真实备案案件。为了演出这个角色，陈
学冬特意去反诈中心和社区派出所体验

生活，原本偏白的皮肤也被晒成小麦色。

张智霖
增肥出演绝症司机
邱礼涛执导的《拆弹专家》不久前上
映，片中真实的爆炸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但他最擅长的其实是惊悚片， 这次新作
《常在你左右》又回到了惊悚题材，并集
结了张智霖、佘诗曼、蔡卓妍等一批香港
演员。其中，张智霖在片中饰演一位出租
车司机， 身患绝症又爱用锯子，“会有一
段充满执念的救赎之路”。“这是生活中
天天都能见到的人物，又不是偶像片，太
帅了就没那个感觉了”，张智霖特意增肥
了 10 多公斤，不仅妻子看不惯，连儿子
都表示嫌弃。

张震
《绣春刀 2》帅气不减
三年前的《绣春刀》获得金马奖五项
提名，续集将于 8 月 11 日上映，但女主
角从刘诗诗变成了杨幂， 影片风格也有
了一些变化。 张震解读道：“其实在 《绣
春刀》第一部中，沈炼的爱情部分大家看
的不是很过瘾。到第二部的时候，他更像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能看到很多内心
的部分。”杨幂则认为：“纯爱才是我们的
主题， 打仗、 杀人什么的， 都是骗你们
的。 ”她还把影片形容为“古装版《你的
名字》”。 不过，不管女主角、故事风格怎
么变，张震的帅气度还是不变的，但他竟
然说：“我从来不看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