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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轨”、“颓废”、“反目“、“情爱”

“三八档”电影集体唱衰爱情？

文 / 王玉
北京时间 3月 3 日中午，

第 86 届奥斯卡颁奖礼在洛杉
矶杜比剧院闭幕。《为奴十二
载》获得最佳影片。墨西哥导
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地心
引力》成最大赢家，横扫最佳
摄影等技术类奖项，最后获
得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 7 项
大奖。马修·麦康纳凭借《达
拉斯买家俱乐部》首次问鼎最
佳男主角，已经四次陪跑的莱
昂纳多再次遗憾错失小金人。
从《泰坦尼克号》开始，中国
影迷就喜欢这位美少年，面对
如今景象，影迷一阵哀叹：“怎
么‘小李’又拿不到奖？”

听到网友们的呼声，中国
电影人们禁不住感叹：别再为
莱昂纳多再失奥斯卡影帝而
叫屈了，在奥斯卡的历史上，
比他运气还差的实力派不止一
个。最著名的莫过于去年刚刚
辞世的彼特·奥图尔了，从《阿
拉伯的劳伦斯》开始，这位老
戏骨一共获得了8 次提名，竟
无一获奖。为了弥补他的遗憾，
学院在 2003 年授予他终身成
就奖。由此可见，比“小李”
还惨的演员是大有人在。

在这份“陪跑”名单中，
包括国内观众耳熟能详的阿尔

·帕西诺，他曾经凭借《教父》、
《冲突》、《教父 2》和《热天午
后》，连续四年获得表演奖项
提名，竟一次都没有问鼎影帝
头衔，直到1993 年的奥斯卡，
他凭借《拜金一族》和《闻香
识女人》双片入围最佳男配角
和最佳男主角提名，才完成了
夙愿。

好莱坞传奇巨星理查德 -
伯顿运气也不够好，提名7 次
未中。比他稍微好一点的是保
罗·纽曼，这位偶像派演员
直到老了之后，才凭借《金钱
本色》一片拿到小金人。看来
学院的确不喜欢靠脸蛋吃饭
的演员。

与这些前辈相比，格利高
里·派克、沃伦·比蒂和莱昂
纳多·迪卡普里奥的 4 次提
名不中，就算不得什么了。作
为导演和编剧，沃伦·比蒂
这样的风流才子获得的提名高
达 14 个，也只有《烽火赤焰万
里情》一座最佳导演奖杯。此
外，达斯汀·霍夫曼、斯宾塞
·屈塞、劳伦斯·奥利维尔、
杰克·尼科尔森等人虽然获得
提名也不少，但也总是与奖杯
擦身而过。看来奥斯卡上伤心
的不只小李一个，剃头刀子一
头热的还很多！

落泪奥斯卡

“小李”四次落空算啥 前辈面前还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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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生活出卖，唯有勇敢去爱
发言人：张静初  出自：《脱轨时代》

世界就非得是围着男人转的
吗？抢占“三八妇女档”的《脱轨
时代》的女性视角绝对在一堆男人
戏扎堆的电影市场脱颖而出。

故事围绕着一个普通失婚女
展开，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要把脱
轨的生活导回正轨。她听任闺蜜的
安排参加不靠谱的相亲，她面对“富
二代”不卑不亢，她也从来不会
像个怨妇一样把自己的伤心事挂在
嘴上到处诉苦。“她是许可，也会
是你的闺蜜，你的同事，甚至就是
某一天的你自己。”制片人兼主演
张静初如是推荐。

2 月27日，《脱轨时代》在长

沙王府井影城举行了提前观影活
动，作为该片制片人兼主演的张静
初表示，虽然在戏中遭遇了丈夫背
叛，闺蜜反目，“小三”挑衅等“脱
轨生活”，还是觉得越是脱轨，越
要勇敢去爱。“许可在这段感情中
被伤的很深，但我想如果我是她，
我还是会勇敢的再爱一次，全心
付出，哪怕最后还是被辜负了，也
不会后悔。虽然是很痛的，但也
是心安理得的。”张静初解释说，

“勇敢爱不仅仅是一种勇气，更是
一种正视自我的态度。我想，这也
是整部电影要传递给大家的治愈
正能量吧。”

丈夫如若背叛，揭穿老底再全身而退
发言人：徐若瑄 出自：《完美假妻 168》

《完美假妻168》，同样表现的
是婚姻危机的主题。该片讲述在
168 小时里发生的惊心动魄同时又
笑料百出的故事，主持人何炅出演
一位颇有生活气息的“绑匪”，以
王学兵饰演的丈夫为筹码，逼迫与
徐若瑄扮演的女星何少群假扮夫
妻一个星期。

2月28日，该片在长沙潇湘影
城举行了提前看片会。刚新婚不久
的徐若瑄，在此片中遭遇了丈夫背
叛。“丈夫被年轻貌美姑娘迷去，

遇到这种情况妻子该怎么办？”徐
若瑄扮演的角色，便是将丈夫老底
一一揭穿，然后自信满满全身而退。
徐若瑄感叹这部电影展示爱情浪
漫之外的无奈事、婚姻权利与义务
之上的小激情与辛酸历程，正如
导演刘镇伟说：“以前我们总说爱
情是一生一世，爱你一万年忠贞不
渝。但现实中，家庭成员有人出轨，
曾经依靠的人不再可信，面对种种
中年危机，很想女人们从中找到一
种情感解读。”

遇到“废材男人”，只有以武致胜
发言人：林依晨 出自：《甜蜜杀机》

在《甜蜜杀机》中“乖乖虎”
苏有朋化身“废材刑警”，携手林
依晨饰演的“麻辣御女”组成“史
上最亮瞎眼球组合”，上演一段“最
摧毁三观破案”。

“邋遢、怕事、爱翘班，平日
不务正业，工作上避重就轻……
相信很多女性身边都会遇到这样的

‘废材男人’吧。”林依晨告诉我们，

虽然只是演戏时碰到这样的男性，
但一遇到了她就忍不住要“教训”！
在林依晨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多以
男友或老公意志为主，有时在遇到

“糟男”时，也强迫自己勉强适应。
对于爱情和生活，林依晨的态度便
是：“做女人想做的，大胆行动，缺
点男人照样可以打造成精品男！”

对“第三者”说，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发言者：刘涛 出自：《恋者多喜欢》

胡兵和刘涛首次搭档饰演情
侣，演绎了一对分隔多年的旧日恋
人，再次相遇后发生的感情纠葛。
虽然影片有讲述爱情美好，但与
之相辉映的还有对现实情感的讽
刺。

刘涛介绍片中香港艺人连晋
饰演的成功男士，在繁忙的工作之
外，最令他头痛的却是如何同时应
对妻子与情人的两难问题。面对妻

子和“小三”同时出现，看到“小三”
要胁 300万来解决关系等情景时，
刘涛忍不住对“小三”劝说：“再
多的钱也不能解决感情上的问题，
如若真心幸福自然才会来！”胡兵
也表示，这部电影的用意就是要唤
醒现代人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每个人都有过青春，也都有过青
春时代的爱情，我们希望致敬所有
有过青春并拥有过爱情的人”。

为何“三八档”
爱情充满负能量？

今日女报观影团粉丝，提前看
了“三八档”电影《脱轨时代》、《完
美假妻168》后，感叹：“怎么二月
影市都是风花雪月，三月影坛爱情
总是徒悲伤？”

2月，从《北京爱情故事》开
始中国影市似乎就进入了怀念浪漫
的时节，年轻情侣们走近影院，也
多选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纯爱大片。
可是当2月影坛浪漫还没炫耀够，

“三八”妇女节就接踵而来，在这
个披着“关爱女性”外衣的档期里，
爱情不再显得那么单纯而美好，“小
三”、“被抛弃”、“怨妇”一个个让
女人受伤的元素充斥在影片里。

今年春天，张静初、徐若瑄、
林依晨、刘涛四位女星给我们展示
了最接地气、又最痛心的爱情，正
如她们所言：“虽然爱情伤人，但也
让我们爱和被爱着！”张静初说：

“一个好的爱人，能帮你消化负能量、
坏情绪。”那么，我们更期望在“三
八档”多看到正能力的爱情片，除
了给女性带来视觉享受之外，能带
给她们更多感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冰）“现在犯困吗？如果是
下楼走走！”在长沙顺天财富
中心 25 楼工作的黄力，抬头
看到窗外美女像“蜘蛛侠”样
拿着这个大牌子看着自己时，
他惊呆了！3月3日，由金鹰
955 电台和可口可乐联合举行
的电台高空三点“试”活动上
演，平时只顾埋头工作的白领
们，在这场活动中尝试了全新
的畅爽体验。

活动当日下午，金鹰 955
电台派出一批特殊的“高空速
递员”，他们乘坐 3台升降机，
从近 40 层楼高的顺天财富中
心楼顶，沿外墙缓缓降下，以

一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拿着醒
目大字的邀请牌，向正在辛苦
工作的上班族发出邀请，让大
家放下工作到楼下活动几分钟
以舒缓压力。

面对高空窗外的意外来
客，楼内的白领们惊喜万分，
并充满好奇地到达一楼空坪。
而在这里白领们不但免费领取
了可口可乐等饮料，更幸运地
参加到“下午 3点午后畅爽秒
杀”活动，免费赢取三星智能
手机等奖励。据悉，此次“午
后畅爽秒杀”活动将持续 90
天，湖南消费者只要购买饮料
都可参与抽奖，每天将有 300
台三星手机等着大家拿。

“三点试”给城市白领加油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槐安梦）由“北京四大鬼宅”
之首朝内 81号引发创作灵感
的惊悚 3D 电影《朝内 81号》，
日前曝光 5 款“前世今生”版
海报，吴镇宇、林心如等五位
角色的前世造型首度曝光。导
演叶伟民感叹：“这部戏将比

《鬼吹灯》更惊悚”。
《朝内 81号》海报以浓重

的幽暗色调来营造诡谲的气
氛，海报中主角身披具时代感
与历史感的长衫、马褂、凤冠，
暗示各自在“京城鬼宅”之中
的不同命运。海报中最特别的

要数二少爷李菁，他标准新郎
官装扮与穿着龙凤褂、盖红盖
头的新娘林心如相互呼应，但
氛围却毫无喜庆，二少爷更是
面容苍白、毫无生气，背后一
具巨大棺木格外显眼。

据了解，该片并不是一部
古装片，更不是一部穿越影片。
但之所以会出现角色的前世造
型，与朝内 81 号的传说密切
相关。导演叶伟民解释道：“朝
内 81 号有它的前世和今生，
我们今天就是用朝内 81号的
今生来揭开尘封已久的孤魂
孽缘。”

《朝内 81 号》 比肩鬼吹灯

编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如果说 2 月情人节档期《北京爱情故事》是变着法儿的让

你相信爱情，那么电影人会告诉你：3 月份扎堆妇女节档的《脱
轨时代》、《完美假妻 168》、《甜蜜杀机》则是拼了命地冲你唱
衰爱情。如果说去年是“小三”题材电影风行，那今年妇女节
影市都是“正妻”登场。可是今年妇女节档爱情片，不再那么
风花雪夜、浪漫唯美，甚至还加上了种种心痛受伤故事，于是
我们走近这几部电影女主演，问问她们，三月爱情为何这么伤
人？

■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