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的你》导演曾国祥讲述拍摄幕后故事：

易烊千玺
演坏男孩会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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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下午， 珠江电影集团
在广州图书馆举办了“珠江电影大讲
堂”第八期培训，电影发行人刘歌作
为主讲嘉宾，讲述了电影“爆款”背后
的发行故事。

刘歌现为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华影天下（天津）电影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华谊兄
弟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作为职
业电影发行人，刘歌曾发行过多部观
众耳熟能详的国内外影片，其中不乏
多部现象级影片， 包括《荒野猎人》
《湄公河行动》《摔跤吧！ 爸爸》《芳华》
《前任 3：再见前任》等。

刘歌认为，2004 年 10 月《放牛班
的春天》在中国上映，拉开了中国电影
发行的大幕。随后刘歌以多部影片发行
特点为例，指出不同类型影片需匹配不
同的发行要素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有的电影主打获奖的溢价或演
员人气，如 2015 年，刚拿奥斯卡奖的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携《荒野猎人》
来中国宣传；有的影片深挖自身影片

类型特点进行宣发， 如 2011 年惊悚
片《孤岛惊魂》上映首日配以 90 家万
达影城的零点场，创造了国产惊悚影
片高票房；有的则从上映档期中寻找
与电影内容相匹配的营销点，如爱情
片《白发魔女传》《新娘大作战》分别
选在 2014 年及 2015 年七夕节上映；

有的影片通过点映口碑发酵，如
《万万没想到》《摔跤吧！ 爸爸》都通过
前期的点映迅速累积了人气和口碑，
最终取得了超乎预期的票房；还有一
些类型片细分观影人群，精准定位宣
发，如影片《芳华》显示出中老年观众
强大的消费力；也有通过影片物料的
曝光推动影片话题发酵，并成功带高
票房的宣传类型，如《前任 3：再见前
任》的主题曲《说散就散》就对影片票
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对比过去和现在的发行模式，刘
歌表示：“在拷贝时代，传统发行是内
容从发行商输出至播出平台的过程，
而如今在硬盘秘钥时代，现代发行则
直接面对电影观众。 发行的思维要转

换，模式要更新。 ”但他始终认为，做
发行， 应坚持的一个原则———用心大
于用脑，真诚多于技巧。

“珠江电影大讲堂” 是在广东省
电影局指导下，珠江电影集团联合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与广州图书馆共同
开展的系列培训活动， 每月开设一
期， 旨在活跃广东电影文化氛围，锻
造一批专业化技术人才和高层次复
合型电影产业人才，使广东成为南中
国的电影人才培养和电影创作高地。

《少年的你》上映之后，围
绕影片主题、主演表演等话题
的讨论在各大社交平台展开，
观众们纷纷予以好评：“今年
看过最真实的国产青春电影，
真实到让人想哭。 ”“易烊千玺
让我惊艳，那股子劲像是融在
他骨头里了。 ”“周冬雨的哭戏
太有层次了，每一种哭都带有
不同的情绪。 ”

片中的经典台词也开始
在朋友圈刷屏：“我们生活在
阴沟里， 但总有人仰望星空”

“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你
往前走，我一定在你后面”“我
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她最好
的结局”……影片让更多人意
识到，少年的成长问题需要被
更多人关注，并得到更好的解
决。 正如许月珍所说：“如果看
完电影， 每个人都能想一想，
我要做一个怎样的少年？ 我们
要给小孩一个怎样的青春？ 能
引起观众这样的思考，这部电
影就很有意义了。 ”

影片也得到了不少演员
的称赞，演技派演员张译在微
博连用数个“真棒”评价电影：

“太让人揪心的一部电影，好
看到令人无法呼吸，从艺术到

技术到责任，都是教科书一般
的存在。 ”《中国合伙人》编剧
张冀直言这部电影超过前作
《七月与安生》：“它告诉我们
要面对这个世界， 不去逃避，
谢谢主创用电影让我们思考
人生和社会。 ”

有意思的是，为了支持好
兄弟易烊千玺的戏，TFBOYS
的三小只隔空合体秀友谊，王
俊凯、王源两人的工作室都分
别包场支持《少年的你》。

《奔腾年代》 呈现了我国
第一代电力机车制造面临的复
杂环境， 佟大为饰演的常汉卿

则是为电力机车事业奋斗一生
的技术人员的代表。

为了还原工程师的形象，
佟大为做了大量功课： “我请
教了电力机车工程师， 聊天、
采访 ， 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
作， 还查阅了新中国第一代、
第二代电力机车工程师的资料
信息。” 佟大为花了很多时间
去熟悉和理解台词的含义 ：
“我要学习看图纸， 如果单靠
死记硬背， 表演就会失真 。 ”
让佟大为感到最困难的是剧本
里特殊符号的读法： “有些专
业符号我真是第一次看到， 既
不是字母也不是数字， 查都无

从查起， 我专门请教了一位铁
道部的专家， 才解决了如何发
音的问题。”

剧中有一段情节让佟大为
很震撼： “技术落后的时候，
国外的公司不肯跟我们合作，
我们只能从国外购买整车来
拆解 ， 研究新技术 。 在条件
艰苦的年代 ， 很多行业都需
要发展经费 ， 但国家依然给
了电力机车大力度的支持 。
我国机车不断迭代 ， 从落后
到领先全世界 ， 是两三代电
力机车人共同努力完成的 。
我‘经历 ’ 过他们的一生 ，
才知道有多震撼。”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继《七月与安生》后，周冬雨
再度出演曾国祥的电影，饰演性
格内向的优等生陈念，她的人生
因为遇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
北而发生改变。 该片是易烊千
玺首次担纲电影男主角， 自带
的沉稳和热血气质在给角色带
来少年气的同时， 又增添一丝
阴郁感。 曾国祥评价两人在戏
里均突破了过往形象：“他们都
放下了平时最光鲜的东西 ，素
颜出镜融入到角色中，比如给冬
雨脸上加上雀斑，把千玺故意弄
得比较粗糙。 ”

除了素颜出镜，周冬雨和易
烊千玺在片中都有极重的内心

戏和哭戏。周冬雨的每场哭戏都
有不同的层次， 感染力很强，易
烊千玺对内心戏的演绎也非常到
位， 眉宇间自然流露出角色的善
良、孤独与倔强。 谈及角色，易烊
千玺坦言：“这种角色是我第一次
尝试，小北是一个外表冷酷、内心
富有感情的少年。拍戏时，小北的
能量场一直影响着我。 ”

有一场易烊千玺和周冬雨
躺在一起谈心的戏，导演曾国祥
并没有要求千玺哭出来，但他演
着演着就哭了。 曾国祥透露，易
烊千玺很有同理心，不需要太多
指导就能融入角色内心，反倒是
调皮捣蛋的戏份会放不开：“他
不懂怎么调戏女生，也不太会演
绎坏男孩有点痞的感觉，他会显
得很紧张，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多
帮他一点。 ”

对于片中陈念和小北之间
的情感关系，曾国祥说：“他们两
个肯定有爱情， 但比爱情更多，
我觉得他们是在守护对方。 ”许
月珍也表示：“《少年的你》 不只
是呈现青春，更希望讨论青春在
社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

《少年的你》讲述了被一场
校园意外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
彼此守护、相伴成长的故事。 电
影对每个角色成长的呈现都非
常真实，而缘起正是来自于主创
团队对少年世界的敏锐洞察。 正
如导演曾国祥所说：“少年的成
长里经历的不只有学习，也不只
有对爱情的追求，他们也许有自
己的苦战，我们希望能如实表达
他们成长的困扰和热情”。

影片不仅服化道、场景等十
分考究，对白设计、高考氛围营
造等也都格外注重真实感。 监制
许月珍透露：“除了在造型上要
求素颜，甚至不惜把演员们‘粗
糙化’， 加入生活质感和生活印

记， 在剧本打磨上精益求精，拍
摄手法上也强调偏向纪实风格。
要让观众相信每一个角色都是
身边可触摸的人物，不能有任何
一点不真实和不真诚。 ”

在展现真实青春世界的同
时，《少年的你》坚持“反欺凌、反
暴力”主题。从项目伊始，主创团
队就带着一种使命感在拍电影。
曾国祥说，第一次看完这个故事
就想拍成电影，“因为特别心疼
里面的孩子。 我们一直希望电影
能带给大家一点反思，想告诉像
故事中那样的少年们，可能生活
里会有一些黑暗面，但你总会遇
到一个人或一些朋友，他们愿意
帮助你，你不是孤单的”。

演演员员：：易烊千玺内心戏表现惊喜

评评价价：：张译用数个“真棒”夸电影 作作品品：：呈现不一样气质的青春片

佟大为：
为梦想努力的人永远热血

1958 年，湖南株洲机车厂成功研制出中国第
一代电力机车。61 年过去，我国电力机车事业实现
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跨越，高铁工程领跑全球。 近
日在东方卫视开播的《奔腾年代》 就还原了这段
“追赶”的历史，讲述留学归国的年轻技术员常汉
卿博士（佟大为饰）和战斗英雄金灿烂（蒋欣饰），
为新中国电力机车研发创新毕生奉献的故事。

近日， 男主角佟大为接受了记者采访， 畅谈
《奔腾年代》戏里戏外的故事。 除了《奔腾年代》，佟
大为过往在《奋斗》《无处安放的青春》等剧中也饰
演过奋斗青年， 他感慨：“奋斗精神在任何时代都
是重要的，任何年代都需要梦想，如果没有梦想，
人生就会缺少支撑你迎难而上的动力。 为了梦想
而坚持努力的人，永远热血。 ”

佟大为坦言 ， 常汉卿对
梦想的执着和对感情的专一
是让他心动的原因 ： “为了
新中国的电力机车事业， 他
不顾个人的发展 、 地位 、 安
危甚至生命， 非常让人感动。
可以用剧里的两句台词来解
释这个角色 ： 他这一辈子有
两大梦想 ， 一个是在事业上
造出比螺旋桨飞机还快的火
车 ， 另一个是在生活上和自
己的爱人白首终老 。 他一辈

子都在朝着这两个目标奋斗，
最后都实现了。”

《奔腾年代》 的多数笑料
来自于“常博士 ” 和“金战
士”， 佟大为用剧中台词“牛
排搭臭豆腐” 来形容两人的关
系， 常汉卿是牛排， 金灿烂是
臭豆腐： “两个一开始绝对走
不到一起的人， 接近了、 磨合
了还是挺享受。 我只能用语言
跟她斗， 她可以动用武力， 经
常误伤我。 常汉卿对待爱情的

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 那种从
一而终、 白头偕老的追求， 让
人觉得很赤诚。”

谈及女主角蒋欣， 佟大为
赞不绝口：“演技好， 特别认真
努力， 奉献了跟以往特别不一
样的演出。 ”有意思的是，他们
俩不仅比赛好好演戏， 也比赛
减肥：“我们会互相监督对方的
减肥成果， 还带领剧组掀起全
员减肥计划， 每天坚持只吃白
水煮菜。 ”

常汉卿的出场年龄是 20
多岁，为了贴近人物，佟大为从
进组前就开始执行严格的减肥
计划 ：“以人物所处的时代来
看， 吃得油腻腻的形象和角色
不相符，我大概用了 10 天的时
间瘦到 74 公斤，比上大学那会

儿还要瘦。 ”老年阶段的戏份怎
么演？佟大为说：“拍戏时，我接
触到一位 80 多岁的老院士，他
看上去精瘦干练， 说话中气十
足，对身体、工作都有要求，饭
吃到差不多时就停下， 喝杯水
说‘你们慢慢吃，我先走，我还

要工作’，我是奔着这个状态去
演的。 ”

不过， 化老年妆有点折磨
佟大为：“完整的老年妆大概
要花六七个小时。之前在电影
《太平轮》中 ，我也尝试过老
年造型， 以前是石膏和纱布
一层层地往上贴 ， 七八个小
时不能自由行动， 现在的倒
膜体验比以前稍好 一些 ，用
了一些新材料去代替石膏，速
度会快一些。 ”

由于拍摄超期， 剧组里的
很多人之后还有其他工作，最
后十几天需要全剧组超时赶
工。佟大为回忆：“大概有 10 年
没这么高强度地工作了， 每天
拍摄 18 个小时以上，大家每天
一见面就加油鼓劲。 拍摄地在
广东，天气很热，身体上有点吃
不消。 但最后一刻，我们把戏保
质、保量拍完了。 ”

学习看图纸，演活工程师

自称是“牛排”，搭档“臭豆腐”

十天狂减重，瘦出精气神

好电影如何发行才能成“爆款”？ 珠江电影大讲堂上发行人刘歌指出：

羊城派记者 龚卫锋

用用心心大大于于用用脑脑，，真真诚诚多多于于技技巧巧

由《七月与安生》原班团队打造
的电影《少年的你》于 10 月 25 日
正式上映。 影片立足现实， 将少年
情感与成人世界相结合， 展现了不
一样气质的青春世界。 该片从宣布
定档到上映只有 3 天时间， 既没有
大规模宣传活动也没有提前看片预
热， 但在工作日首映当天， 就拿下
1.45 亿元票房， 豆瓣评分 8.7 分，
两项数据均领跑同档期影片。

上映首日，监制许月珍、导演曾
国祥、 主演易烊千玺齐齐亮相北京
看片会现场， 交流观影心得。 首次
担纲电影男主角的易烊千玺贡献不
俗表现， 尤其内心戏的演绎得到导
演的称赞：“他进入状态并没有很
难，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
人， 在他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同理
心去关爱别人，非常难得。 ”

电影中因为剧情需要， 易烊千
玺和周冬雨都首次挑战了寸头造
型， 而当时为了支持两位年轻的主
演， 整个剧组也一起剃了寸头。 首
映当天现场也曝光了剧组的寸头集
体照， 曾国祥表示每次看到这张照
片都很感动：“每个人都在守护少
年， 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完成的作
品。 ”

《奔腾年代》中

再度饰演奋斗青年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易烊千玺在《少年的你》中演技有突破

《少年的你》海报

陈念和小北互相守护 为支持两位主演，整个剧组都剃了寸头

《奔腾年代》海报

佟大为扮演工程师

常汉卿与金灿烂的感情很有时代特点

乐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