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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角色发掘调皮一面
《一起深呼吸》讲述一支中国

援外医疗小分队在南太平洋小岛
上救死扶伤的故事。 杨祐宁饰演外
科医生兼院长李天成，与戚薇饰演
的妇产科医生周悦是一对欢喜冤
家：周悦严谨认真，李天成却散漫
直率，经常“欺负”周悦。 杨祐宁形
容， 李天成是一个比较调皮的角
色：“导演最开始还担心我太斯文，
结果拍了两天，幻想就破灭了———
原来我是一个很吵闹的人。 ”

怎么形容自己？ 杨祐宁给了一
个有趣的答案：幼稚。 镜头之外，杨
祐宁爱玩爱闹，跟演员和工作人员
打打闹闹，帮这个捏捏肩，给那个
点点穴，好动得像个小学生。 这次
杨祐宁和张峻宁、王炳翔两名男演
员有一场洗澡的戏份，除了大秀身
材之外， 他还设计了不少整蛊桥
段，“我把张峻宁整得蛮凶的……”

每年起码休息一个月
去年《都挺好》成为爆款

剧集，杨祐宁坦言，这部
剧让更多观众认识
了他：“以往

我比较多出现在大银幕上，而《都
挺好》深入到每个人的家里，让更
多人看见了我。 ”他坦言没打算主
攻电影还是电视剧，“哪里需要我，
我就出现在哪里”； 也不太介意戏
份和番位，“很多剧本精彩的不只
是男一号，在合适的位置上更容易
发光”。

在旅行真人秀《花儿与少年3》
里，杨祐宁爱冲浪 、懂生活 、性格
好，累积了不少观众缘。 这两年，杨
祐宁工作不断，目前还有八部作品
等待播出或者正在拍摄，其中不乏
《天龙八部》《风声》等大IP。 进入事
业上升期的他，如何平衡工作与生
活？ 杨祐宁坦言，现在工作的时间
比待在家的时间更多，他笑称自己
“比较不长进”：“我还是有极
限的， 不会让公司肆意增
加工作， 每年起码要
休息一个月。 ”

《中国女排》：
再现热血历史场面

《中国女排》目前在两大购
票网站上“想看”指数虽未排名
首位， 但凭借还原中国女排奋
斗史这独一无二的题材， 收获
的关注度依然很高。 影片真实
再现了很多历史名场面， 包括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对
战巴西， 扭转不利战局并最终
站上最高领奖台， 时隔12年再
夺奥运金牌的场景。 业内有乐
观者预测：“影片凭‘中国女排’
四个字就值20亿元票房。 ”

导演陈可辛向来都是“剧
情过关”的保证，其作品《甜蜜
蜜》和《亲爱的》均属高分之
作。 如今他与《亲爱的》编剧张
冀再度合作，再现中国女排威
水史，大气的选材和真实女排
姑娘们的加盟，让《中国女排》
极有可能从一众喜剧片和动
作片中突围。 巩俐、 黄渤、吴
刚、彭昱畅等主演均为各代演
员中的实力派，也为赢得观众
好感再添筹码。

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份全
民关注度化为真实的购票欲望？
近日有消息称易烊千玺为中国
女排献唱推广曲《不分昼夜》，看
来影片是要将包括“饭圈女孩”
在内的年轻受众一网打尽。

《唐人街探案3》：
人气高企网剧助攻

2018年《唐人街探案2》首次
进军春节档就夺得档期票房冠
军，此后“唐探”便成为该档期 IP
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 如今《唐
人街探案3》已登上两大购票APP
最高人气之位，展现出对2020年
春节档冠军宝座的势在必夺之
意。

《唐人街探案》系列5年拍了3
部，从泰国到纽约再到东京，导演
陈思诚折腾的动静越来越大。《唐
人街探案3》是IP目前阵容最强的
一部，王宝强、刘昊然这对“唐探
组合” 将与妻夫木聪饰演的日本
侦探、 托尼贾饰演的泰国侦探联
手破案，此外还有长泽雅美、铃木
保奈美、浅野忠信、三浦友和、尚
语贤、肖央、张子枫、邱泽、张钧甯
等演员登场，很符合“数星星贺岁
片”定位。

《唐人街探案》系列的网剧也
在最近播出， 不错的口碑为电影
助力造势。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
请来刘德华跟两位主演一起演唱
《恭喜发财2020》，“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请过来，不好
的请走开……” 这首拜年神曲年
年唱遍大街小巷， 知名度比“唐
探”系列还高，可见《唐人街探案》
要做“全民贺岁 IP”，并且试图在
下沉市场走得更远的野心。

《姜子牙》：
会是下一个《哪吒》？

自《哪吒之魔童降世》称霸去
年影市并拿下超过50亿元的总票
房之后， 同样由光线主投的续作
《姜子牙》便备受关注。 或许也是
受《哪吒》的鼓舞，《姜子牙》去年
早早便宣布定档鼠年大年初一。

《姜子牙》的故事发生于封神
大战之后。昆仑弟子姜子牙率领众
神战胜狐妖，推翻了商王朝，即将
受封为众神之长。 在巅峰时刻，他
却因一时之过被贬下凡间，失去神
力，被世人唾弃。为重回昆仑，姜子
牙踏上旅途，重新找寻自我，同时
也发现了当年的真相……跟《哪
吒》《大圣归来》一样，《姜子牙》剧
情走的是英雄成长路线。导演之一
程腾曾在梦工厂工作，2010年凭
短片《红领巾侠》崭露头角，2012
年凭《纪念日快乐》获日本动画最
高荣誉东京动画大奖的“特别奖”。
另一名导演李炜则在国内公司为
多个国家的动画片做过动画和原
画设计，并参与过国产动画《地藏》
《魁拔》的制作，亦属技术实力派。

如今中国神话改编 IP成为电
影市场热门领域，《二郎神之深海
蛟龙》《新封神： 哪吒重生》 等非

“光线封神宇宙”的作品近期也接
连亮相。 对《姜子牙》来说，能否延
续《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荣光，全
在2020春节这一战。

《紧急救援》：
林超贤再打硬核牌

2018年春节档，紧随《唐探2》
《捉妖记2》两部IP续集之后、票房
排名第三的便是《红海行动》。 凭
硬核场面和家国情怀， 该片收获
票房11.91亿元。如今，导演林超贤
又携新作《紧急救援》杀入2020年
春节档， 同样主打大场面视效和
正能量情怀。

倾覆沉没的钻井平台、顺流直
冲的运油车头、 直坠入海的客机
……海上应急反应特勤队队长高
谦、 机长方宇凌和绞车手赵呈一
次次带领队伍抵达水火咆哮的最
前线，谱写无惧艰险、舍己为人的
英雄赞歌。 影片由彭于晏、 王彦
霖、辛芷蕾领衔主演，演员们均经
历过艰苦训练方能上阵。

这是中国电影首次涉及海上
救援题材， 影片中共展现了四次
海上救援的场景， 其中在海上油
井大火中进行高难度救援的场面
最为震撼。 林超贤对视觉和节奏
的把握能力在圈内有口皆碑，这
次只要做到在人物群像塑造上不
失分，便有望再创佳绩。 据悉，该
片目前在路演观影中已经传出
“燃”“炸裂”“感人”等好口碑关键
词。

《囧妈》：
你会带妈妈去看吗？

《囧妈》属于徐峥的“囧系列”
作品，而“囧+徐峥”在很多观众心
目中便是“喜剧片”的代名词。 在
2020春节档，《囧妈》 的同类型最
大对手便是陈思诚的《唐人街探
案3》。

跟《唐探3》主打年轻人和下
沉市场不同，《囧妈》 从片名便可
看出徐峥力图走春节档合家欢路
线的努力，营销路数例如“路人街
采花式秀妈”等也印证了这一点。
影片一改以往的《泰囧》《港囧》的
爱情喜剧路线， 主打徐峥和黄梅
莹的“母子大战”———两人在去俄
罗斯的旅途中斗智斗勇， 刻画一
个成年男人和妈妈相处六天六夜
的“灾难”，实际上展现的却是中
国观众认同的传统家庭观。

影片目前在映前营销上的风
头不及《唐探3》凶猛，估计正式上
映前一周还会放出大量喜剧元素
物料。徐峥从各方面避开《唐探3》
的锋芒的举动，实属聪明。 如果能
做到让成年观众都带自己的母亲
去电影院，《囧妈》就成功了！

《急先锋》：
65岁成龙继续打！

成龙电影一向以“拼”闻名，
这部唐季礼执导的《急先锋》也以
“春节档最拼动作大片” 为卖点。
只是， 唐季礼和成龙这对动作片
老搭档， 在今天的电影市场还有
号召力吗？从目前的人气看，形势
似乎不容乐观。

影片讲述中国商人秦国立
在英国遭雇佣兵组织“北极狼”绑
架，秦的女儿也卷入其中，急先锋
国际安保团队成为他们获救的唯
一希望。 成龙扮演的总指挥唐焕
庭带领手下组成急先锋行动小
组，上天入地，辗转全球各地施展
惊险营救，并发现“北极狼”背后
的犯罪集团还策划了一场惊天密
谋……故事略显老套， 营销也主
打动作场面。 影片号称场景包括
草原、古堡、瀑布、高空、都市，成
龙、杨洋、艾伦、母其弥雅、徐若
晗、 朱正廷等主演均冒险亲身上
阵。近日还传出“杨洋超硬核打斗
不要命 ”“成龙激流落水剧组吓
哭”的花絮。

成龙今年已经65岁了， 近年
他曾几度试图转型拍文戏， 但均
未获成功。 对于看他动作片长大
的观众来说， 春节看一部成龙大
片也是对他敬业精神的致敬。

医疗剧《一起深呼吸》中展示“暖男”
“硬汉”之外的“调皮”特质

杨祐宁：
我的内心挺幼稚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最近在热播剧集 《精英律师》
里饰演秘书栗娜的朱珠也参演了
《一起深呼吸 》， 饰演药物学家凯
莉 ，与杨祐宁饰演的李天成 、高圣
远饰演的乔向晚发展出一段三角
关系。

在朱珠看来 ， 凯莉是一个非
常有戏剧张力的独立女性 ：“比起
爱情 ，她更爱自己的梦想 ，我挺钦
佩她的 。 这个年代的女性不需要
为爱情抛弃事业 ， 应该把生活的
一部分留给自己。 ”

谈及合作感受 ， 朱珠大赞杨
祐宁 “是个好人 ”：“我们之前还合
作了 《天龙八部 》，他的表演非常
走心 、很有电影感 ，而且性格平易

近人。 ”高圣远和朱珠都曾在好莱
坞发展 ，演起对手戏来颇有默契 ：
“我们都有演美剧的经验 ，懂得对
方的表演方式 。 而且我们之间大
部分都是英文对白 ， 工作人员说
看我们对戏好像在看美剧。 ”

目前，朱珠将工作重心转移回
国内 ，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其中
不乏反派 、母亲等角色 ，甚至在一
部电影里演了个清洁工 。 朱珠坦
言 ，她不怕扮老和扮丑 ，也不会将
“性感”作为标签 ：“我不想对自己
设限 ， 也不需要靠标签来争取机
会。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够
把 不 同 类 型 的 角 色 都 装 进 身 体
里 。 ”

链接

朱珠：
不怕扮老和扮丑

剧中 ， 高圣远饰演的乔
向晚是一名 “富二代 ”，他是
李天成的大学同学 、 凯莉的
未婚夫 。 谈及为什么接这部
剧 ， 高圣远表示 ：“剧本中小
岛 、海滩非常吸引我 ，这是我
最喜欢的环境。 ”在拍摄过程
中 ，高圣远 、杨祐宁和朱珠成
了好友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
玩，还一起看了篮球赛”。

高 圣 远 是 美 籍 华 裔 演
员 ，曾参演过 《CSI》《ER》《芝
加哥警署》等美剧。 本届金球
奖上 ， 奥卡菲娜成为首位亚
裔影后 ， 对此高圣远坦言非
常兴奋 ：“亚裔演员获得金球
奖，在10年前根本不可能。 当
我 在 好 莱 坞 开 始 演 员 事 业
时 ， 从未想过亚裔演员可以
担任重要角色 ， 以前我只能
演主角朋友之类的角色 ，很
难发挥。 ”

高圣远：
为亚裔演员高兴

去年大热剧
集《都挺好》的“石
天冬”一角，让内
地观众更加熟悉
杨祐宁，很多人把
角色和杨祐宁画
上了等号，视他为
一等一的“暖男”。
此前，他因在《寒
战2》《建军大业》
等电影中的表现，
还曾被贴上“硬
汉”的标签。

目前，杨祐宁
正在佛山拍摄医
疗剧 《一起深呼
吸》， 饰演一位援
外医疗队的外科
医生，这个角色又
发掘出了他“调
皮” 的一面。 近
日，杨祐宁接受了
羊城晚报记者的
专访。谈及身上的
种种标签， 他说：
“硬汉和暖男都是
我外表的一部分，
我觉得自己内心
还挺幼稚的。 ”

大大片片角角逐逐贺贺岁岁档档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李
丽

1月25日鼠
年大年初一，内
地影市共有10部
电影同天公映，
其中6部属于大
片。

谁会是最终
赢家？ 根据购票
APP 淘 票 票 的
“想看榜”， 目前
最受观众期待的
5部作品依次为
《唐人街探案3》
《中国女排》《囧
妈》《姜子牙》《紧
急救援》。而猫眼
“想看榜” 上，人
气排序则是《唐
人街探案3》《姜
子 牙》《紧 急 救
援》《囧妈》《中国
女排》。无论哪张
榜单， 成龙主演
的《急先锋》目前
人气在6部大片
中均垫底。不过，
“想看榜”只是人
气参考， 春节档
票房冠军最终花
落谁家， 还得看
各片上映后真正
发力情况。

其余 4部作
品中， 合家欢动
画IP《熊出没·狂
野大陆》 自有其
受众， 包贝尔主
演的《大红包》是
应景之作， 吴磊
客串的新西兰和
中国合拍儿童片
《源·彩虹》 和释
小龙主演的传统
武侠片《金禅降
魔》 则更难在春
节档激烈竞争中
分一杯羹。

杨祐宁
饰演外科医
生李天成

朱珠饰演药物学家凯莉

高圣远饰演医
院资助人乔向晚

《唐人街探案3》目前人气最高

成成龙龙垫垫底底想想看看榜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