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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第 90

届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全程

这次奥斯卡颁奖礼得到了非常多网

友的关注，正是因为原先离我们挺远的

奥斯卡，现在跟我们越来越近了，参与

角逐的电影不少是国内观众提前看过

的，所以讨论起来非常有话题性。比如，

这届奥斯卡上，《敦刻尔克》获得“最佳

剪辑”、“最佳混音”、“最佳音效剪辑”

三项大奖，2017 年 9月1日它就在中国

上映了。

加里·奥德曼以《至暗时刻》成为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他在影片中以“整

容”般的表演征服了影迷，同时该片还

拿到了“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这部电

影 2017 年 12 月1日在国内上映，当时

很多观众看完就表示“可以直接保送奥

斯卡最佳男主角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冰）
3月 2 日，“2018 狮马龙，健康

中国行”全国活动在长沙启动，《溏

心风暴》中女主演庄思敏来到现场，

在呼吁大家健康生活的同时，也透

露生活中的自己与《溏心风暴》中饰

演的角色一样，是“不怼不开心”。

《溏心风暴》系列，可以说是

TVB 黄金时代结束后少有的新经典，

庄思敏在剧中翻白眼闹人的表演十

分出位。她也笑言“闹人”变成自己

的专长，很多朋友见到她，也要求

她表演翻白眼，新年聚会时她就表

演过无数次。

此次来长沙，庄思敏在以“心”

为主题的活动中，与观众一起参加

了各项娱乐活动，她亦与狮马龙一起

希望大家一起健康生活。

■影视连连看

国产都市剧的“海外情结”
文 / 枕书
但凡都市剧，似乎不沾点“洋味

儿”——主角要么海外留学、工作，

要么是外籍华人、跨国公司高层，编

剧就不知如何下笔，如何铺陈情节。

由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牛

莉等主演的《美好生活》播出后，收视

率和口碑都不错，但也有网友吐槽：“现

在电视剧套路真是太重复了，前几集

必须从国外展开，男女主角必须得遭

受点人生不幸，回来之后别管原来在

国外住多大房子，必须往胡同里一钻

然后阴差阳错地遇到了男女主角……”

想来还真是，远的不说，刚结束

不久的《恋爱先生》，不也是这个套路

吗？靳东和江疏影在比利时的私人恩

怨延续到了回国，然后再加上各种强行

“偶遇”，最终促成一段良缘。杨幂主

演的《亲爱的翻译官》、《谈判官》，前

者故事始于瑞士苏黎世，后者始于美

国纽约，再一路纠缠回国；同样有“海

外情缘”桥段的还有陈乔恩的《放弃

我抓紧我》、《人间至味是清欢》；朱

亚文、王丽坤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但凡是都市剧，似乎都有着浓浓

的“洋味儿”。

把剧情放在国外，实际上给拍摄

增加了不少难度。据报道，电视剧《好

先生》一开始将取景地定在美国，剧

组的工作人员甚至已经踩好点，联系

好了制作单位，却因为签证问题不得

已改道意大利。改换国家拍摄给拍摄

增添了难度和工作量：为了剧情的真

实性，布景的工作人员煞费苦心，将

意大利文全部改为英文，连车牌、警

服，徽章甚至墙上的涂鸦都改成了美

国风格的，甚至外籍演员的声音都找

了美国人来配音；最夸张的是演员背

后的星巴克招牌都是后期PS上去的。

这还是“良心剧组”了，更多的“海

外剧情”在一些剧组里，解决的办法

往往就是找几个外国人敷衍了事。比

如电视剧《何以笙箫默》里洋气的“外

国街头”，其实是阳澄湖畔的一个购物

村；《欢乐颂 2》一开始安迪和油腻的

小包总去的“普吉岛”，其实也是国内

的一个度假村。

■消息

《溏心风暴》
庄思敏“不怼不开心”

根据中国市场排片来颁奖？

中国观众已和奥斯卡“无缝连接”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陈圣恩

3 月 5 日，第 90 届奥斯卡颁奖礼落下帷幕。虽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但记者发现，今年国内网友

的参与度非常高——如今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已逐

渐与中国内地大银幕实现“无缝连接”，不但有近一

半的获奖影片国内观众去年已看过，甚至这次拿到

4 座小金人的最大赢家《水形物语》、《三块广告牌》

等影片也将在近期与国内观众见面。虽然华语电影

暂时与奥斯卡无缘，但中国的电影市场又极为重要。

90 岁的奥斯卡，如今离中国真是越来越近！

《三块广告牌》未获

奥斯卡奖项前，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在国内多个电

影评分网站上看到很多观

众留言：“这是一部推荐多

少次都不嫌多的好电影。”

3 月 2 日，这部电影在国

内上映后，一路刷新票房

高度。

《三块广告牌》此回获

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两个专业奖

项。记者看过该片后，觉

得它符合观众对一部好电

影的期待，各影视平台的

好口碑、颁奖季斩获的 87

个大奖、奥斯卡 7 项提名，

也都是实力的明证。《三块

广告牌》的精彩之处，在

于它扎实且极度风格化、

诙谐化和现实主义的剧本，

故事绵里藏针，峰回路转

又 层 层 递 进。 两 个 字 总

结——生猛！

最有意思的是，此次女

主角弗朗西斯·麦克道曼

在领完奥斯卡奖项后，在

后台接受采访时也回答了中

国记者的提问。当被问及如

何向中国观众推荐《三块广

告牌》时，她先是提出了自

己的问题：“它的票房目前

是多少了？”被告知票房为

1000万元左右时，她说：“那

得再多点观众来看！”

今年奥斯卡最大的赢家毋庸

置疑是《水形物语》，不仅拿到了

“最佳影片”，导演吉尔莫·德尔

·托罗也拿到了“最佳导演奖”，

与此同时，该片还获得“最佳艺

术指导”和“最佳配乐”，合计

拿到 4 项奥斯卡大奖，成为今

年奥斯卡最亮眼的影片。

很 多 观 众 以 为，
部分奥斯卡影片是在
获奖后才被引进中国
的，其实很多影片在
未获得“小金人”之前
就已经由中国片方买
断版权，或者外国片
方通过审查后确定档
期。这些影片是否能
够实现借助奥斯卡光
环进行营销，很大程
度上是对买家眼光的
考验。

对于国内的影迷
来说，和以往不同的
是，今年我们与奥斯
卡系的影片不再是以
往略显尴尬的“网盘
之 约 ”。 除了大 银 幕
之外，新媒体平台其
实也已经加入到购买
奥斯卡热门影片的阵
营中来。包括《水形
物语》、《三块广告牌》
在内的 6 部获奖影片
都会在国内某大型视
频平台上播出。

从以往众多影迷
的观影习惯来说，奥
斯卡颁奖季热热闹闹
的气氛其实很多时候
都和自己无关。但如
今，几乎“无缝连接”
的观影体验大大提升

了他们的热 情和兴
趣，奥斯卡与中国

观众的距离已经
越 来 越 近

了。

零距离——

《三块广告牌》
热映

近距离——

《水形物语》
3月16日国内上映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注意到，

《水形物语》之前就以13 项提名

领跑此次奥斯卡提名名单，而

此次“最佳影片”由《水形物语》

斩获，也符合此前大多数影评人

的预测，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不过这部奥斯卡太热门，却

在最近惹上了“涉嫌抄袭”的官

司。已故的普利策奖得主保罗·

金代尔的家人表示，《水形物语》

是 1969 年名为《让我听到你低

语》舞台剧的一部分。对于这项

指控，导演除了表示“从未听过、

看过或读过这部剧”外，更直率

回应：“无法忍受这个指控的时

间点”——就在离奥斯卡投票

结束不到一周的时候。

作为一部致敬电影艺术的作

品，从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开始，

《水形物语》就收获颇多赞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也从中国发

行方了解到，因为影片获奖，现

在电影在国内上映的海报都会

做调整，毕竟奥斯卡获奖大片，

成了最大卖点。

超距离——

这些奥斯卡热片
已在国内上映

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歌曲”

的《寻梦环游记》，2017 年 11月24日在

中国内地上映，豆瓣评分也一度高达 9.3

分，最终票房达到12.12 亿元，可以说

是非常高了，笑点与泪点兼具，当时也

在国内引起观影狂潮。

另外，获得了“最佳摄影”和“最

佳视觉效果”的《银翼杀手 2049》，

2017 年 10 月 27 日也已在国内上

映。而其他提名的电影包括《奇迹

男孩》、《马戏之王》、《公牛

历险记》、《至爱梵高》

等等，都已在国内上

映过。

所以，今年的奥

斯卡离中国观众格

外近，也难怪一些观

众笑称“在自家电脑

上就可以能感受正版奥

斯卡”。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