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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
楚生等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将于12日
起在全国上映。编导李芳芳说，影片通过
四个时代青年人寻找真实自我的故事，展
现他们的青春选择。

李芳芳日前在京介绍，影片用人物线
索串联起四个时空中的青春故事：当下时
代的张果果（张震饰）在尔虞我诈的职场，
终于做出比“赢”更重要的选择；上世纪60
年代的王敏佳（章子怡饰）和陈鹏（黄晓明
饰），被时代裹挟着选择善恶与爱情；抗战
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沈光耀（王力宏
饰），不顾母亲反对毅然加入战争；上世纪
20年代的大学生吴岭澜（陈楚生饰），经历
迷失后追求真实的自我与自由……

李芳芳在少女时代即因创作电视剧
《十七岁不哭》成名，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毕业回国后，曾执导青春题材电影《80’后》
获得业内关注。《无问西东》是她编导的第
二部电影。

她说，该片最初是向清华大学百年校
庆献礼的作品，片名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
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李芳芳说，电影中的这句台词最能表
达她的创作主题：“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
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记得你的珍贵，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
东。” 据新华社电

电影《无问西东》
展现各时代的青春选择

从 5000 米高处的大本
营，到 8844 米峰顶，《喜马拉
雅天梯》摄制团队实现了多
个纪录片拍摄的第一次：第
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
峰 顶 ；第 一 次 在 珠 峰 海 拔
7000 米以上高度进行特殊
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
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完
成航拍摄影。为了完成普
通人无法想象的高海拔摄
影，团队还花了三个月时间
把两名藏族向导培养成了
摄影师。

拍摄高山镜头的两个

月时间里，工作人员平均减
重15 斤，其中，有人肺水肿，
有人险些一睡不醒。设备的
承受极限也让摄影团队忧心
忡忡。梁君健回忆：“许多电
子拍摄设备，包括电池、自动
对焦的镜头等，都会受海拔
影响。从 7028 米到顶峰，最
后登顶的过程中，我们请高
山摄影师拿了两台摄像机，
两台都是小型机，我们期待
这种机器受温度和海拔的影
响小一点，但其中一台在冲
顶路上就坏了，无法进行拍
摄，另外一台冲顶刚刚拍完

素材之后也坏了。在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我们用
小型飞行器进行航拍。由于
气压较低，它需要的升力得
不到保障，电池也受影响，在
平地上大概能飞半个小时或
者一个小时的电池在那儿只
能飞10分钟。”

就是在这种极端条件
下，摄制组克服重重困难，
以极高的技术难度和极强
的毅力耐力，捕捉了大量极
致环境中的自然和人文影
像，让最终拍出来的画面极
具震撼力。

《风起长林》“周播转日播”
近两年，周播剧场被各大

卫视看作是攻城略地的新领
地。作为关注度仅次于“8 点
档”的剧播时段，10点钟开启的
周播剧场占据着被业内称为

“准黄金档”的有利地形。备受
瞩目的《风起长林》在2017年岁
末登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周
播剧场后，播出表现不负众望，
成为年度周播剧场的“黑马”，
迅速凭借“内力深厚”的制作和
扎实的剧情表演再度引发全民
热议。也正因如此，《风起长
林》被众多喜爱的观众“点名请
求”登陆黄金档，以求二刷三刷
不辜负好剧。北京卫视有关人
士表示，“我们认为已经经受过
观众评价、业界认可、市场检验
的《风起长林》有资格以更崭新
的姿态去迎接更多的观众，故
以创新性提出此次‘周播转日
播’创意编排，实现优质剧目的

社会效益最大化。”
据悉，目前《风起长林》在

周播剧场的播出刚刚过半，此
次北京卫视将《风起长林》调入
黄金档播出，在不赶超周播剧
集的情况下，日播周播齐头并
进，日播的进度不会赶超周播，
因此对一起周播该剧的东方卫
视不会造成影响。

《恋爱先生》紧急救场
《恋爱先生》由姚晓峰导

演，靳东、江疏影、李乃文、李宗
翰、辛芷蕾、田雨、宋妍霏等主
演，以一系列典型案例剖析当
代都市青年的情感困惑。靳东
在剧中变身“网红恋爱专家”，
饰演一位在高端牙科诊所工作
的牙医程皓。身为牙科界的雅
痞精英，程皓业余时间经常帮
别人出谋划策追求女孩，因为
总能想出各种讨女孩子欢心的
方法，程皓也得到个“恋爱先
生”的美称。然而，这位“恋爱

先生”自己却从未谈过恋爱。
在比利时，程皓与专治各种渣
男但也曾被伤害过的罗玥（江
疏影饰）相遇了，两人从此开始
了一段爱情未至、冤家先到的
爱情追逐战。

虽然“贵为”恋爱研究员，
但江疏影却是整个剧组里少有
的“单身狗”，这也让她成为整
个开播盛典现场被“怼”得最狠
的人。当被问到现实生活中会
不会在意男友怀念初恋的问题
时，江疏影自信表示不会。听
到这话，一旁的靳东忍不住吐
槽：“小江很自信，所以她现在
一直单身。”

12日卫视集体换剧后，《风
起长林》作为唯一的古装剧，将
正面对撞《恋爱先生》以及《余
罪》导演张睿的新作、硬汉刑侦
剧《莫斯科行动》，究竟谁将胜
出，值得期待。

据《北京青年报》

一线卫视开年集体换剧忙
暂别巡演舞台 4 年后，今年王力宏

终于带着全新的“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
回演唱会强势回归。11日王力宏来到北
京，与其经纪公司宏声音乐、演唱会主办
方当代东方集团、演唱会全程独家运营
方当代亚美娱乐等企业代表共同宣告巡
演正式启动。

为让期待已久的歌迷提前领略一下
本次巡演的高规格，同时也为表诚意，王
力宏与主办单位把 11 日的启动仪式设
计得气势磅礴。启动仪式以“吟梦篇”为
开篇，在全息动画投影的前沿科技支持
下，台湾著名主持人陶晶莹登上舞台，揭
晓了本次世界巡演的名称“龙的传人
2060”。现场的 360 度 LED 巨屏也同步
演绎出一条巨龙渐渐苏醒的情景。随后
巨龙腾飞点亮地球，霎时间光芒万丈，

《龙的传人》的激越旋律随之响起。王力
宏表示，他想通过这样的大阵仗告诉歌
迷，自己将会用更高质量的音乐为他们
献上完美演出，也希望用这种形式来表
达自己对音乐的执着。王力宏宣称今年
通过巡演，要将更多好音乐带给每一个
爱音乐、爱生活的人。 据《羊城晚报》

8844米！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做到了“登峰造极”！
为了真实再现人与自热的极限之美，2015年上映的电影《喜

马拉雅天梯》的摄制团队完成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高海拔摄影，
无论从技术还是画面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

如今，这部由萧寒、梁君健两位导演拍摄的纪录电影，推出五
集同名纪录片，并将从1月13日起逢周六每晚9:10登陆广东卫视
黄金时段。近日，两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为大家还原了主人公
们在冰峰之上一步步凿冰而行的艰辛与快乐。

王力宏启动世界巡演

早在拍摄电影版时，该
片的“性价比”就一度受到不
少质疑。这部最初计划花
300万元完成的电影，最终花
了 1300 万元才拍完，对于纪
录片拍摄而言堪称“天价”。
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票房大
片大多商业性、娱乐性极强，
拼颜值，拼投资，文艺片在院
线的排片量和票房都不尽如
人意，纪录片上院线更是前
景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喜
马拉雅天梯》却做到了票房
破千万，着实让不少业内人
士惊讶。

这个结果让萧寒感到欣
慰：“我觉得现在真的到了纪
录片创作和发展的好时期，
我们所做的努力有了更多回
报。纪录电影能有这样的票
房，卫视能够拿出周末黄金

时段来播纪录片，我觉得都
是特别好的机缘。发展到今
天，观看纪录片的人越来越
多，观看群体还包括小学生、
中学生，这都是特别棒的。”
在他看来，纪录片的发展前
景很大：“纪录片最强大的力
量缘于它的真实性。这个世
界上，某一刻，某个人做了某
件事、说了某句话，这种对观
众精神的冲击，力量是非常
强大的，这就是‘真实电影’
特别打动人的地方，这或许
也是越来越多人看纪录片、
喜欢纪录片的原因吧。”

《喜马拉雅天梯》不仅获
得了院线的成功，还得到了
不少商家的赞助，在纪录片
中植入广告，也一度让观众
大开眼界。虽然对这种植入
观众们褒贬不一，但萧寒表

示“特别愿意就这个问题说
一说”：“当纪录片还不受大
众关注的时候，当纪录电影
在院线艰难挣扎的时候，有
一个品牌愿意赞助，我觉得
这事儿太棒了。我要为这些
品牌喝彩，我觉得它们是有
品位的品牌。”同时，他觉得
片中植入的广告，与情节并
不违和：“它们就应该在这个
环境当中产生。你们可以问
问观众，会因为有品牌赞助
而影响自己对一个片子的判
断，或者影响对一个真实故
事的思考吗？我觉得应该不
会。在剧情片里都不会，在
纪录片里更不会。”他呼吁更
多的品牌商学会接纳纪录
片、支持纪录片。

据《羊城晚报》

电影《喜马拉雅天梯》曾创下国内非商业纪
录片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且屡获殊荣。影片
采用纪实手法，对登山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为期
一年的跟踪拍摄，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以冷静
客观的影像真实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

如今，这部电影被做成五集纪录片登陆广
东卫视。“不仅是时长的问题，电视版整个叙事
线索和叙事方式和电影版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90分钟的结构和250分钟的结构，在展开和着
墨上一定是截然不同的。”萧寒表示。

具体有哪些“展开和着墨”？梁君健透露：
首先，电视版有画外音叙述，“电影版我们希望
人们在影院独特的观影条件下自己体会，但电
视版的定位不一样，我们会做出更多的叙述，也
会介绍更多的人物，会有更多让大家记住的名
字，也会有更多主人公的家庭成员出现。同时，
电视版也能展现不同的人对待登山的不同的态
度，我想电视版会更加精彩一些。”

事实上，做电影版时，大刀阔斧的剪辑和压
缩让主创团队格外痛苦。萧寒说：“电影版的素
材取舍是真正虐心的一件事。我们有500小时
的素材，要在90分钟里呈现，需要大量裁剪，特
别纠结，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特别珍贵的东西没
有呈现出来。”于是，主创团队咬咬牙，继续奋战
了一年多，做出了五集电视版纪录片，“把没有
在电影里呈现出来的、我们觉得特别有价值的
素材以及人物的故事、细节呈现出来”。

从小众到商业

从银幕到荧屏111

222 从从50005000米到米到88448844米米

333

北京卫视11日正式宣布，收视冠军
剧《风筝》收官后，12日将由正在周播剧
场播出的《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接档。一
个正在播出的周播剧“逆势”杀入黄金
档，在一线省级卫视激烈的收视厮杀中，
这样的排播“玩法”还是头一遭。

在这一档期作出调整的，还有东方
卫视和江苏卫视——原本计划在这一档
期排播的周迅主演的《如懿传》、范冰冰
主演的《巴清传》（原名《赢天下》）等大剧
因故搁浅。“一石激起千层浪”，两大卫视
紧急调整《好先生》系列的第二部《恋爱
先生》接档于1月12日登陆黄金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