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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收视俱佳

《二叔》获百万重奖

本报讯(记者 邱祎) 年末荧
屏大剧混战，山东卫视同北辰、海
润、满堂彩影视公司联合打造的定
制剧《二叔》杀出重围，播出期间收
视率一路攀升，一度占据全国第一
的宝座，很多观众称是“哭着看完
的”，鉴于该剧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收
视表现，山东卫视破例给予剧方百
万巨奖。

一部没有巨星大牌、没有狗血
雷点的现代生活剧，何以创出如此
佳绩？不少观众表示，《二叔》写的是
一个有点浑的男人，在哥哥去世后
独自撑起整个家庭的故事，非常接
地气。其次，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至
极，展现了社会正能量。

《二叔》播出期间收视率一路攀
升，全国网和46测量仪城市冲进省
级卫视第二，白天重播更是冲到了
全国第一，收视成长高达110%，堪称
2013年卫视电视剧收视的最大黑
马。不仅如此，该剧在播出期间观
众反响极为热烈，几乎零差评。据
山东卫视节目购销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二叔》不仅收视率表现不
俗，更为关键的是为山东卫视赢
得了良好口碑，因此破例拿出百
万重奖剧方，鼓励国产剧创作出
更多精品。

《全民奥斯卡》

大山华少斗嘴皮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由酷六
网携手浙江卫视倾力打造的视频欢
乐互动节目《全民奥斯卡》周四晚将
再度来袭，素以语速快著称的浙江
卫视当家“一哥”华少将首次遭遇同
行劲敌，与“中国通”大山同台“竞
技”，笑料百出。

节目中，大山不仅嘴皮子功
夫不落下风，临场反应更是堪称
一绝，就连华少也不无佩服地称
其“老大”。一个地道的老外何以
中文如此流利，大山在节目中首
次揭秘学汉语期间发生的种种趣
事、文化间的冲突，展现了其天生
的幽默气质，现场笑声不断。节目
爱拍秀环节将焦点对准了备受
关注的亲民节目，“萌娃很爱哭”

“不靠谱父母”等普通主题引发
了网友极大的参与热情，在上传
视频中，有上课打瞌睡的萌宝，
也 有 史 上 最 搞 笑 的 雷 人 睡
姿……每段视频都会让观众体会
不一样的精彩。

《国色天香》

将掀起“中国风”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近日，
央视及各大卫视2014年节目安排陆
续出炉，从已公布的节目单看，亲子
类、喜剧类、竞技类节目依然扎堆出
现，但天津卫视明年即将推出的原
创节目《国色天香》却把视角放在了
戏曲曲艺元素上，对于看惯了唱歌
跳舞、益智亲子路线的电视观众来
说，或许会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
没准将刮起强劲的“中国风”。

该节目总制片人孙先生介
绍，“天津是全国闻名的曲艺之
乡，众多曲艺曲种在天津相互借
鉴吸收并且得到了多元化繁衍，
这是造成天津曲艺繁荣活跃的契
机，曲艺在天津几度辉煌并产生过
许多大师级人物，但一个时期以来，
包括曲艺在内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保
护、传承、弘扬和发展包括曲艺在
内的文化遗产，成为当今一个热
点话题，《国色天香》就是在这个
背景下诞生的。”

本报讯 (记者 倪自放 )

华策影视日前在上海与郭敬明
的上海最世文化举行签约发布
会，以不超过1 . 8亿元的价格获
得最世文化26%的股权，并将
取得郭敬明作品的优先投资
权。同时，华策影视宣布将全力
投资华语电影，携手郭敬明共
同打造新时代青春系电影。正
在筹备的《小时代3》3日曝光首
位确定加盟的原班主演，“顾
里”郭采洁携女王气场强势回
归，但仍未见其他主创回归的
确定消息，尤其杨幂等其他三
位女主是否换角，仍扑朔迷离。

华策影视总经理赵依芳表
示，华策影视这次与郭敬明牵手，
不仅希望以后人们一提到郭敬明
就想到华策影视，更希望借助郭
敬明及其旗下的品牌作品，全方
位打造目前国内电影两个“几近
空白”的领域——— 专属年轻群体
的青春系电影以及科幻电影，包

括《小时代3》《小时代4》在内，郭
敬明的青春小说、科幻小说将全
面电影化。

据统计，2013年观影人群的
年龄已经下降到21.7岁，目前“80
后”、“90后”的年轻人超过3个亿，
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多，已构成
当前观影主体。更重要的是，郭敬
明本身就是“青春系”和“科幻系”
的代表，他创作的《幻城》《夏至未
至》《小时代》《爵迹》等作品，伴随
着“80后”、“90后”的成长，这批读
者正是电影的主流观众。赵依芳
透露，华策影视已和郭敬明签订
协议，投资《小时代3》、《小时代
4》。在未来5年内，华策还将与郭
敬明合作5部电影，并力争全球票
房突破100亿。之后，每5年制定一
次新的合作计划。

继《小时代3》《小时代4》
之后，郭敬明的玄幻小说《幻
城》将被拍成影视剧，导演依
然是他自己。

郭郭敬敬明明小小说说全全面面电电影影化化
郭采洁回归《小时代3》

《《风风暴暴》》
让让虐虐心心剧剧闪闪开开

倪自放

之前《风暴》将其宣传语
定为“将香港变成战场”的时
候，大家总以为那是一个噱头
或者玩笑，但看过作品才知
道 ，刘 德 华 这 次 确 实“ 玩 大
了”。

从场面上点评《风暴》，应
该说是，“吴宇森之后好久没
人这么认真做过枪战的烟火
特技了”。该片首轮动作大戏，
来自警匪双方的一场居民楼
枪战。虽然尚未到高潮，但已
是手枪、重机枪、手雷、榴弹乃
至定时炸弹一个不差，中间还
要加上刘德华与林家栋从楼
下打到天台的拳脚肉搏，无疑
已达到“火力全开”的地步。《风
暴》在动作场面上还亮出“打遍
香港”的招牌，因全片除居民楼
大战，其他如吊劫运钞车、激战
高速路、厮杀大中环等，在破坏
力上皆不断加料，最终将火力
推向极致。可以这么说，《风
暴》一部电影将“香港能够破
坏掉的都破坏掉了”。

高潮部分的中环“城市战
争”，无疑塑造了华语类型片
史上的巅峰，因这场戏在视觉
效果上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警
匪枪战，在武器规模、场景破
坏乃至灾难程度上都属战争
级别，过程中子弹横飞、硝烟
滚滚、碎石碰撞等已足够让人
过瘾，最后中环街道被炸开一
个大洞，高架桥倒塌，汽车与
活人纷纷被波及，无论从哪个
方面都堪称史无前例，一部警
匪片露出了灾难片的狰狞面
目。

《风暴》之大，在场面；其
震撼人心之处，却在小的虐心
故事。片中几处虐心场景绝对
超过目前荧屏上所有的虐心
剧。老牌影星姜皓文及童星陈
沛妍在《风暴》中饰演一对父
女，由于前者时常坐牢，患有
自闭症的女儿遂由干爹吕警
官(刘德华饰演)照料，吕是小
女孩唯一信任的人。然而，姜
皓文父女的命运相当坎坷，片

中有悍匪将姜皓文女儿活活
摔死的情节设置，堪称华语片
多年来的最大尺度。姜皓文父
女诀别一场，配上悲怆的圣
歌，看哭了许多观众。

在《风暴》中饰演情侣的
姚晨与林家栋，既是全片
难得的一抹暖色，也代表
全片最虐心的部分之一。
两人雨夜分手一幕更出现
诸如“我真的很爱你，可我已
经不喜欢你了”、“我怀孕两
个月了，孩子不是你的”、

“从今以后你怎么样都跟我
没关系”等绝情对白，
令人难忘之余，也
让 影 片 的 感 情
风暴越发狂野。

在热闹的
大 场 面 与 小 角
度切入的人性故
事之外，《风暴》与
之前所有港片的不
同，在于这是一部
有大隐喻的野心之
作。中环道路上被炸
开的大洞，象征人心
被腐蚀，灾难般的
毁街战，隐喻正义
感的崩坏，在警方
与悍匪对决的过
程中，刘德华扮
演 的 警 司 和 另
一个警长一直
重复的一句话
是“一个也不
能留”，隐喻
着对人心的
修 复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风暴》
不 应 该 被
简单地定
位为警匪
片 或 者
战争片，
而 是 在
这之上
更 高
的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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