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2日 本版主编：孙净易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绍 文

娱乐汇 15

电影《没有过不去的

年》说的正是年关难过。

过年是中国人的大

事。印象中，过年的日子总

是快乐、团聚的，但这部电

影恰恰聚焦于不快乐的那

一面：主人公王自亮人到

中年，妻子女儿远在美国，

事业上诸多不顺，弟弟妹妹

们的关系一团乱麻，而母亲

最大的愿望，却是一家人在

老家吃顿团圆饭。在母亲一

次意外受伤后，一起过年

的想法被正式提上日程。

但年夜饭的饭桌上，矛盾

仍然存在，王自亮的大妹

妹不满于母亲的家产分

配，二弟又做着黑心违法

的勾当，不敢倾吐……环

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困局、故乡与远方的割裂、

中年危机、代际关系等宏

大主题，影片中都有涉及。

在此基础上，一些像裸贷、

整容等需要观众思考过后

才知道是在讲什么的热点

话题，也被填充在已经满当

当的故事线里。同时配备了

强大的演出阵容，吴刚、吴

彦姝、江珊、郭涛、林永健、

刘丹……个顶个的演技

派。

或许，导演和编剧意

在向观众展现大都市里中

年人生活的一地鸡毛、千

头万绪，以此叩开人心，赢

得反响。但从实际呈现效

果来看，显然不够理想。影

片自上映以来，短短几天，

网友普遍认为，影片的剪

辑和叙事有些琐碎，主线

不够明晰。网评分跌至6分

以下。

相较于春节题材常见

的煽情与合家欢，《没有过

不去的年》似乎更想成为

一双窥见当下的眼睛。影

片故事设定在大年三十前

的近一个月里，在北京、洛

杉矶和徽州老家的三地辗

转中，勾勒了熙熙攘攘的

众生相：自视甚高但在圈

内不被重视的编剧、没有

品位却想出自传的暴发户

老板、靠美色上位的女秘

书和小三、怀抱“为民请

命”理想的律师、因没有收

入而对丈夫出轨隐忍不发

的家庭主妇、愿意以命换

钱的贫苦人……

导演关注时代的热忱

与责任感，值得钦佩，但也

正是不加节制的表达欲，

使得在有限的100分钟内，

影片对自己抛出的所有议

题的探讨都只能浅尝辄

止，似乎在每个话题即将

展开时，都有人用“时间不

够了”这根提线把发散出

去的思绪又拽了回来。在

冷眼旁观的纪录者与满怀

悲悯的代入者之间，影片

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

的平衡点。尤其在电影的

前半部分，过大的信息量

牵扯着观众在不同的事件

里跳进跳出，观感相当“疲

惫”。另外，一些细节也值

得斟酌。合唱团演唱《青春

舞曲》一段中，王自亮与家

人们的交流踩着欢快的节

奏，以微信对话框的形式

在银幕两侧展开，字号又

不大，看得实在费力。

平心而论，尽管有这

样那样的不足。不足6分的

网评分，对这部有诚意的

电影来说是有些偏低了。

王自亮和家人们回到徽州

老家后，影片的节奏进入

了舒适区。镜头中，徽州乡

村的小桥流水、高低错落

的房檐、热心的乡亲、喧闹

的社戏，都仿佛世外桃源，

那种温暖和缓的色调和笔

触，与描绘城市时截然不

同。有这样几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镜头：王自亮的小

妹在肉联厂工作，画面透

着冰冷、机械、高度专业

化，青灰色的基调，一如充

斥着水泥森林、车水马龙

的城市。

亲情与故土，是这类

题材的万金油。《没有过不

去的年》也在回归“爱”的

母题，一家人克服种种困

难，陪伴老母亲吃了她人

生中的最后一顿年夜饭，

因为“妈在家就在”。中国

人常常提起“大过年的”，

仿佛家人聚齐、看着日历

翻过那特定的一天，一切

困难就能迎刃而解。影片

的结尾给观众预留了不忍

细想的空间：警察守候在

门外，王自亮二弟被捕已

成定局；大妹离异单身，依

然需要独自拉扯着叛逆的

女儿，面对生活中的风风

雨雨；王自亮自家也是鸡

飞狗跳，女儿找工作不顺，

妻子已然发现他出轨的事

实，而给予了他无限温暖

与关爱的母亲，也走向生

命的尽头——

过年，是小朋友们的

现实童话，但于挣扎在生

活中的大人而言，或许只

是新一“关”的开始，让人

又笑又哭的生活，依然要

继续。 （据新华社报道）

由罗晋和袁姗姗领

衔 主 演 的 乡 村 扶 贫 剧

《江山如此多娇》正在湖

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

该剧主要讲述年轻村支

书濮泉生与省电视台记

者沙鸥（袁姗姗饰）携手

带领碗米溪村脱贫的故

事。袁姗姗表示，拍这

部 戏 非 常 苦 但 非 常

有 意 义 ，而 沙 鸥 跟

自己有非常多相似

的地方 ，比 如“ 心

中都有一团火，一

直 在 坚 持 自 己 想

要做的事”。

笑称“骑着马来上

班”

袁姗姗饰演的沙鸥是

一名电视台记者，误打误

撞去了乡下扶贫。袁姗姗

介绍说，沙鸥是一名热血、

有新思想的女性，到了村

里后希望带动全村脱贫，

但刚去就和村民在思想

上发生碰撞。袁姗姗认为

沙鸥在这个戏里最大的

看点就是成长。“比如她

刚去的时候，现实跟她想

象的并不一样，村民有时

候根本不会听她的，扶贫

也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

单。”袁姗姗称，沙鸥后来

才认识到：只有真正用心

帮助村民，把他们当一家

人的时候，扶贫工作才能

顺利展开。

采访中，袁姗姗讲述

了每天的剧组生活。进村

子，开工远的地方要坐三

个小时车，近的也要一个

半小时，为了赶上拍摄，平

时都要凌晨三四点就开始

化妆。“因为山路非常陡峭

崎岖，每天早上都在绕山

路，在车里被甩来甩去，下

车时我说好像是骑着马来

上班的。”导演希望演员能

找到在山上走路的感觉，

所以不拍戏的时候他们也

会去转转：“村里的路有些

挺难走的，我一开始去都

从上面摔下来好几次，去

了之后我就是转山，罗晋

就是骑摩托。”为了追求角

色的真实性，演员们后来

也都不靠化妆，而是主动

抹了油去太阳底下晒黑。

袁姗姗笑说，自己拍完戏

后好几个月才恢复了

原来的肤色。

基层干部里很

多90后

袁姗姗早年演过

不少古装戏，近年则尝

试了多部都市情感剧以

及 喜 剧 。此 次 参 演 扶 贫

剧，她认为是今年自己非

常有意义又很享受的一

件事，“这个享受对于我

来说是专注，从进组每天

走到现场的那一刻起，我

都是全身心地去投入拍

戏。”而在沙鸥身上，她也

得到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就是坚持。

袁姗姗说，导演安建

有六七年没跟她合作过，

这次却觉得这个角色非

常适合她，主动找了她来

演。而她在看了剧本后，

也觉得沙鸥确实跟自己

挺像。“其实心中都是有

一团火，一直在坚持自己

想要去做的事情。虽然中

间 有 一 些 碰 壁 ，也 会 难

过，也想逃避，也会哭鼻

子，但是含着泪还得往下

走，还是要做自己想要做

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

种坚持吧。”

第一次拍扶贫剧，袁

姗姗对基层干部的工作

却深有体会：“拍这个戏

我的思想其实跟沙鸥一

样有了转变，就是相信真

的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真

的心中有一团火，想要带

着村民向有光亮的地方

去走。而且他们很多人都

是 90 后，都非常年轻，坚

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

得真的挺了不起的。”袁

姗姗说。

（据新华社报道）

《蒙面唱将猜猜猜》收官

《新快报》消息 音乐竞猜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

第五季近日收官,三组唱将轮番炸场,猜评团竞猜能力值

飙升,最后一期中赢得了六连揭的圆满成绩。

收官战中,玲花领衔主唱,大张伟、杨迪、敖犬、沈南组

成的“留下来男团”合唱《最炫民族风》,在节目现场掀起了

不小的波澜,全场大合唱唱出了年味。而有趣又有梗的“碧

海皮”揭面为曾毅,作为初代男团成员,他可唱可跳可Rap。

节目现场,他献上了一段值得猜评团玩味的舞蹈,受到了

他们无情的“嘲讽”,广播体操式的舞蹈引发阵阵笑声,魔

性十足。不服输的他还带来方言版Rap,结果猜评团并未

买账。

王霏霏与孙坚是多年好友,节目现场,孙坚化身王霏

霏的“经纪人”,花样安利自己家的艺人,甚至把超长的“彩

虹屁”以滚动弹幕的形式放在了关键词里,两人的友谊着

实让观众羡慕了一把。此外,“红花需要绿叶配”揭面之后

是金曲唱将汪小敏,她与傅菁一起的“红火”组合激发了别

样的精彩。合作无间的

默契与彼此欣赏的感

觉,促成了《怎么说我不

爱你》的舞台演绎。而独

唱环节中,汪小敏一首

《喜帖街》以超高的完成

度,带给大家不一样的

视听享受。 （梁燕芬）

《没有过不去的年》借镜头看“过年”的另一面

袁姗姗：演扶贫记者收获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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