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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

《邪不压正》很“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电影风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文娱

”
《邪不压正》海报

本报北京专电 四年一部电影，姜文执导电影的速度和世界杯一样。
《让子弹飞》
《一步之
遥》
《邪不压正》，姜文用三部电影组成了“北洋三部曲”。
《邪不压正》汇集了彭于晏、廖凡、许晴
等演员，很商业，但姜文用他特有的风格为电影注入了一丝有别于商业电影的气质。7 月 10 日
晚，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北京观看了《邪不压正》，第一观感就是，用好看或者不好看来形
容这部电影是乏力的，如果非要形容的话，那就是《邪不压正》很“姜文”，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
它都是一部特点鲜明的姜文电影。

别开生面的露天电影
7 月 10 日晚，
《邪不压正》
在距离北京市区 100 公里的
古北水镇举行首映。这样安
排，姜文解释一方面是因为
《邪不压正》有很多戏份在这
里取景，另一方面选择露天放
映是想给观众一次不一样的
观影体验。
“所有人都反对，因
为天气等不可预测的因素太
多了。”姜文说，
“ 但是秉承大
家反对的我一定坚持的原则，
再加上周老板（总制片人周
韵）也赞同在室外放映，给大
家新鲜的体验，这事儿就这么
定下来了！”从观影环境来看，
在群山环绕下举行一场 2000
人的露天观影，虽不免有蚊虫
叮咬，但给人的感觉不是普通
电影院放映所能比拟的。
2017 年，
《邪不压正》在这里
杀青，重归故地举办家宴完成
约定是一次很讲究的选择。
20 点 38 分，
《邪不压正》
正式放映，全场在亮龙标时就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然最大
的掌声留给了姜文，他这次在
电影里有四个头衔，分别是
——导演、主演、编剧和剪接。

依旧讲述男人的成长
姜文如此形容自己的电
影，他表示愿意仰视女人，从
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开始，都是
把女人当作神来拍的。

从《邪不压正》来看，姜文
海不吝笔墨地描写了老北京
做到了对女人的足够尊重。 的风土人情，虽然姜文在电影
《邪不压正》是一个复仇故事， 中对此并无过多着墨，但考究
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 15 年前
的场景和服化道足以让熟悉
遭遇师父灭门惨案，自己也险
北京的观众痴迷。影片中，正
些葬身火海，在被姜文饰演的
阳门车站的火车、护城河环绕
蓝清峰救后，在美国习武 15
的北平内城，牌楼、东交民巷、
年，以协和医院医生的身份回
内务部街上的路人、商贩……
国复仇。但《邪不压正》又不
如老照片般把北平城徐徐展
是一个传统的复仇故事，在影
开。影评人“韩大刀”感慨：
评人谭飞看来，它在一个有才 “电影开场就还原了一个雪后
华同时又细节控的导演把持
的北平，镜头从李天然下车的
下，变成了混搭章回体传奇， 火车站，转到正阳门，扫过天
从而成为一个暴力、爱情、阴
安门，跟着车进入南池子，立
谋和荒谬故事的影像大会。
马就把我迷住了。
”
除了复仇的主线，姜文还
姜文的恶趣味体现在影
赋予李天然成长的轨迹，许晴
片的方方面面，比如让身材好
饰演的唐凤仪和周韵饰演的
的彭于晏裸身披一件薄纱在
关巧红便成了李天然成长道
房檐上辗转腾挪；影评人史航
路上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饰演的潘公公号称华北首席
和以往的电影一样，
《邪
影评人，片中，他不看电影就
不压正》的故事信息量大，台
写影评的习惯讽刺了当代各
词稠密，几乎每个人物背后的
种虚伪的影评人。
“ 曹雪芹写
故事都能再拍摄一部电影。 《红楼梦》的屋子”
“ 蒋介石爱
再加上剪辑飞快，信息量之多
写日记”
“香山天体营”等梗更
让观众几乎无暇顾及电影之
是随处可见。
外的事物。不过与以往不同
一般的电影都会用好看
的是，姜文这次很聪明地把自
或者不好看来形容，但这样显
己的戏份减少了，将电影的重
然概括不了姜文作品。
《邪不
心放在李天然身上，但从人物
压正》看下来，你很难用简单
设置上来看，蓝青峰却是人物
的好看来形容，虽然有些地方
性格最复杂、身份最神秘、肩
略显拖沓，有些细节又过于随
负任务最重的一个角色。
意，甚至几出重要的戏份都显
得很跳脱，但总体下来，你会
觉得自己被这部 137 分钟的
镜头美学和恶趣味并举
电影带着走，至于评价，只能
用
“很姜文”
来形容。
原著《侠隐》中，作者张北

电影《三体》等不着了，
好在还有这两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本报讯 电影版《三体》的
无限跳票一点点磨灭观众的
耐心，以至于发出“中国电影
人能否拍出优秀科幻片”的疑
问。虽然《三体》遥遥无期，但
刘慈欣的另外两部小说改编
的科幻电影已见雏形。一部
是预计今年上映的郭帆执导
的《流浪地球》，一部则是改编
自短篇科幻小说《乡村教师》、
宁 浩 执 导 的《疯 狂 的 外 星
人》。在刘慈欣科幻大脑的保
驾护航下，国产科幻片能否在
观众面前有一个不错的亮相？
在《流浪地球》30 秒预告
片中，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和同
伴一起在空间站执行任务，最
后定格的画面则是已经冰封

的地球在宇宙中行进，
“ 冒险
一搏”四个大字也给影片风格
定了调。在《流浪地球》的制
作过程中，导演郭帆切身感受
到对于科幻电影类型来说，创
作是要集中在前期筹备阶段
和后期制作阶段的，过去在电
影拍摄阶段常常会出现的即
兴创作、本能创作或者激情创
作，在科幻电影拍摄过程中基
本不适用。
《疯狂的外星人》不仅是
宁浩“疯狂”系列在十年后的
回归，也是他正式参加春节档
的首部导演作品。
“ 最大的问
题是，什么才是中国的科幻
片？我保证他们（外国人）拍
不了《疯狂的外星人》。我们

的核心问题就是本土化，而这
种差异会导致故事、类型发生
巨大变化。
”宁浩说。
宁浩表示，科幻电影之所
以在中国难以诞生，是因为国
内电影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
基础建设并没有完成，用十几
年走美国一百年的路。
对于刘慈欣的原作，宁浩
大加赞赏，他认为刘慈欣的作
品同时具备古典、浪漫、英雄、
荒诞和天真的成分，
“ 而荒诞
部分是可以给我们结合的”。
谈及自己对这部新作的期待，
宁浩表示：
“ 我喜欢左右脑共
同的愉悦，只有右脑刺激对我
来说，差点劲儿。两边平衡好
才有意思。
”

延/伸/阅/读

崔永元
“对号入座”
昨晚《邪不压正》放映完，
姜文邀请嘉宾做点评，林依轮、
黄渤、宁浩等都做了简短而不
失客套的好评，然而全场的高
潮来自于崔永元。他是这么说
的：
“姜文，这样，我用我的微博
给你宣传，我一直跟姜文说，你
不要一直拍故事片，要拍纪录
片，纪录片才能看出一个人的
水平高低来，所以今天我觉得
这部纪录片拍得特别好。
《邪不
压正》讲的是什么事呢？一个
叫崔永……不，李天然的人，15
年前受过侮辱（全场炸裂），15
年后决定报仇，但 15 年后他还
是一个人，对方都上市了，但是
又能怎么样呢？邪不压正！”当

天晚上，崔永元还发微博表示
彭于晏演的是自己。
就在 7 月 11 日，一直未发
声的冯小刚终于开炮了，他在
微博上对崔永元发出了十条质
问，指责崔永元利用公众的善
良，以偏概全、绑架民意，
“你把
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当成你的
御用衙门了吧？这些部门稍不
如你的意，你就在微博里破口
大骂。你狂妄得还有边儿吗？
北在哪儿呢？”冯小刚同时也透
露，
《手机 2》已在桂林顺利杀
青。7 月 11 日下午，崔永元发
了一条疑似回应冯小刚的微
博，表示“比如你号称是导演，
说话像没穿裤子……”

《邪不压正》首映现场

电影《花儿与歌声》开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奚柔
本报讯 7 月 10 日，电影
《花儿与歌声》开机仪式在新
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举行。该片是根据 2017
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
同名小说改编，被列为省委
宣传部 2018 年“中原文艺精
品工程”
重点影片。
影片讲述了五年级学生
范大强带着极具音乐天赋的
盲妹妹心明回到家乡、走进
校园，在支教老师的关心和
鼓励下，用歌声渐渐打开心
扉的感人故事。
“当孩子们天籁般的歌
声在大别山中回荡，观众们
会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
田，感受他们远离父母生活
的心理变化、精神成长和那

如山花灿烂般的童年印象。”
同名小说作者、编剧孟宪明
说，影片通过捕捉留守儿童
群像，将让城市孩子能够看
到另一种成长，让乡村儿童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也
让成年观众更好地参与下一
代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