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晶对 这 部 网 络 电 影 的 定
位 ，从选角便可以看出端倪 。 扮
演唐三藏的罗家英是 《大话西
游 》系列的 “王牌唐僧 ”；陈浩民
虽是 TVB 版 《西游记 》接替张卫
健的 “继任版 ”孙悟空 ，却也是很
多人的童年回忆 ；林子聪则跟陈
浩民在网络电影里几次搭档过
“取经师兄弟 ”，扮演八戒经验丰
富 。 找这三位 ，其实说明第一次
接触 《西游记 》题材的王晶拍这
部 《孙悟空大战盘丝洞 》，原本就
志不在“突破”。

“熟悉”和“混搭”确实是这部
网络电影在很多方面给人的最大
感受。 罗家英扮演的唐僧继承了
《大话西游》 里那个啰嗦师父 70%
的基因，同样的轴和善良，区别只
在于这一版中话没那么多，再加上
少了“only you”的无厘头，整个角

色便丧失了《大话西游》里唐僧特
有的喜感，变得没那么出彩。 陈浩
民版孙悟空则像是各版孙悟空加
起来又取了个“平均值”，无论是正
向的责任感还是负向的暴虐感都
不够突出，说“毫无特色”或许有些
苛刻，但作为第一男主角确实没给
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相比起来，
林子聪这个痴情版八戒倒还有些
亮点， 非但摆脱了好色的本性，还
战胜了以往八戒多为利己主义者
的刻板印象，一身带着憨味儿的凛
然正气算得上新鲜。

剧情同样是一路混搭到底 。
虽然片名是 《孙悟空大战盘丝
洞》，但内容却从孙悟空被压五指
山的五百年后说起， 完整呈现了
唐僧收三徒的过程。 之后的伏妖
大戏中， 反派被设定为盘丝洞的
蜘蛛精， 为此也特地拍了从 1986

年版开始就必拍的“七姐妹洗澡”
经典场面， 但与此同时又融合了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 的经典桥
段， 让唐僧和孙悟空生生来了段
师徒反目的情感高潮戏……很难
想象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 90 分
钟不到的剧情里。

平生第一次， 我嫌一部电影
的节奏太快而不是太慢。 因为剧
情一股脑儿塞得太多， 根本没有
空间让每个人物呈现个性细节 。
其实王晶特地给两个女性角色都
加了戏， 一位是蜘蛛精里唯一吃
素又向善的 “小七 ”，另一位则是
跟八戒倾心相爱甚至因此战胜了
“颜值控”的高老庄大小姐。 只可
惜剧情发展实在太快， 两位美女
甚至没撑到全片终便双双勇领便
当。 为此感动， 自然也是谈不上
的。

片子里还有不少过往港片里
常用的噱头 ，譬如 《大话西游 》以
及很多同时代港片都拍过的 “灵
魂互换”。 桥段太老，再难给人惊
喜。

从网络电影的标准来看，《孙
悟空大战盘丝洞》 的节奏和视效
算是合格的。 但同样的， 剧情空
洞、人物苍白、创意不足这样的网
络电影普遍缺点，它也一个不少。

作为曾经的香港电影代表人物 ，
王晶在转战网络电影领域后表现
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 但这种适
应，同样也是一种“降维”。 王晶把
过去港片里曾用的创意———很多
来自于他自己———轻松地做成了
一锅大杂烩， 却忘记了创新本身
才是港片辉煌年代留下的最宝贵
精神， 也是今天的他最不应该丢
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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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ngelababy、李鸿其领衔主
演的爱情电影 《明天你是否依然
爱我》近日发布先导海报，首次曝
光主演阵容 。 这是 Angelababy 与
李鸿其的首次合作， 海报里两人
站在如童话世界般的冰雪世界
中，“你望着远方，我望着你”。

据悉，电影《明天你是否依然
爱我 》讲述了一段 “倒计时爱情 ”
的故事，毫无存在感的 IT 男费力
和光彩夺目的 “女神” 赵希曼在
芬兰的雪原上相遇。 在绮丽的极
光下， 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开
启了一场浪漫的异国之旅。 这段
被限定时间的恋爱是否会有结
果 ？ 这成了影片的最大悬念。

Angelababy 过去曾出演过不
少大银幕作品， 包括 《鬼吹灯之
寻龙诀 》 《摆渡人 》 《微微一笑很
倾城 》 《新娘大作战 》 《狄仁杰之
神都龙王》 等。 男主角李鸿其虽
然是 90 后年轻演员，却已三度入
围各大电影节， 受到业内外的认
可。 其中 2015 年 ，李鸿其凭电影
《醉·生梦死 》获金马奖最佳新演
员奖并提名最佳男主角 ，2018 年
则凭电影 《幸福城市》 入围金马
奖最佳男配角。 此外，他在《缝纫
机乐队 》《地球最后的夜晚 》等影
视作品中均有不俗表现。

POSTER
海报

鉴定对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上映时间：2020 年

文/李丽

极光之恋

MUSIC
听歌·热碟 不要相信专辑文案

“VICTORIA”是宋茜的
英文名。 从专辑文案中“共生
碰撞”“博弈对抗”“互为镜像”
之类的措辞看来，原以为宋茜
在首专就要玩起类似“张惠妹
与阿密特”“张震岳与海雅谷
慕”之类的分身概念，毕竟宋
茜在电视剧里当“资深少女”，
搞音乐的时候变成 “胜利女
神”，的确也没毛病。

事实证明永远不要相信
吹得天花乱坠的专辑文案 。
对宋茜这样一位被韩国娱乐
工业培养出来的标准偶像而
言， 希望她在第一张专辑就
展现出鲜明的个性 ， 的确有
点强人所难 ， 更别提文案中
一直强调的 “重塑自我 ”“一
体多面”了。

我更愿意将《VICTORIA》
看成一张做得还不错的舞曲专
辑。 十首歌的风格涵盖 Future
Bass、EDM、Dance Pop、Urban
等时髦曲风 ， 又加上了一点
点复古的调味 。 比较难得的
是 ， 这张专辑的歌曲在强调
节奏的同时还保持了旋律的
抓耳 ， 没有掉入 “与国际接
轨”的陷阱中 ，整体来说是一
张听感舒适的唱片。

而在我看来这张专辑的
最大短板， 正是宋茜的演唱。
专辑的选歌其实已经尽力扬
长避短：对于女团出身的宋茜
而言，律动型的歌曲反而是她
的强项，所以首专做成舞曲专
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 她在
《Up to Me》《屋顶着火 》《官

能支配 》 等强节奏歌曲的表
现 ，也明显好于 《怀念 》《Bro鄄
ken Wings》等抒情歌曲。 尤其
是在 《怀念 》这首非常典型的
华语抒情歌里 ， 宋茜声线扁
平 、 咬字过时等缺点暴露无
遗。 但哪怕是那几首舞曲，宋
茜的演唱也实在谈不上好，她
仿佛完成任务般把歌词一板
一眼唱完，歌曲中该表现的色
气、 自信和危险统统欠奉，甚
至略略透露出一丝憨厚和乖
巧。这也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没
有灵魂的原因：在这样一张强
调“自我”的专辑里，宋茜的大
白嗓撑不起歌曲的态度。这样
的“胜利女神”，听起来更像是
批量生产的摆件。

bilibili 联合毛不易发布 《入海 》，献
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 ， 希望这首
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

Lady Gaga 释出新专辑 《Chromati鄄
ca》的第二首主打单曲 ， 与 A 妹合唱
《Rain On Me》。

The Weeknd 推 出 复 古 单 曲 《In
Your Eyes》的 Remix 版本 ，R&B 女歌
手 Doja Cat 加盟献声。

鉴定对象：毛不易《入海》
发行时间：5 月 20 日

鉴定对象：The� Weeknd/Doja� Cat
� � � � � � � � � �《In� Your� Eyes� (Remix)》
发行时间：5月21 日

鉴定对象：Lady� Gaga/Ariana� Grande
� � � � � � � � � �《Rain� On� Me》
发行时间：5 月 22 日

鉴定对象：宋茜《VICTORIA》
发行时间：5 月 19 日

鉴定对象：《孙悟空大战盘丝洞》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降维”的王晶

文/胡广欣

MOVIE
看片·热映

文 / 一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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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四人都是老面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网站近日发布 《2019 年全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
告》指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已相当普及 ,未成年人学龄
前触网比例显著提升。《报告》显
示，互联网对于低龄群体的渗透
能力持续增强，32.9%的小学
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
联网。这一趋势对家庭的上网技
能教育、 网络内容监督管理、互
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机制提出
更高要求。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这句被房地产业界和很多购房
者奉为金科玉律的话，风行了好
多年。 在“中国居住小康指数”调
查中，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地
段亦是连续三年稳居“公众选择
住房的十项标准”之首。 不过，今
年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74.7%
的受访者将选择住房最看重的
因素投给了“性价比”， 比选择

“地段” 的受访者占比高出 31.5
个百分点。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5 月 13 日发布指南，明确疫情期
间剧院等专业演出场所， 观众人
数不得超过剧场座位数的 30%，
并间隔一米以上距离就座。

■截至 2020 年 3 月， 全国
专职律师人数已达 41.9 万多名。
广东、北京、山东、江苏、上海、四
川、河南、浙江等地专职律师人数
超过 2 万名。

■近期，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
区街头，60 岁的老人刘向天摆摊
卖菜，每当他回家吃饭时，他养的
小狗妞妞就在他的摊位旁边一动
不动帮主人看摊。 天太热的时候
它就躲在汽车的下面避暑， 等待
主人的到来， 即使有人给它好吃
的它也不走。 主人吃饭回来它就
非常高兴地跟在主人的后面，讨
主人欢心。

■瑞士研究团队最近发现一
种能监测早期乳腺癌迹象的智能
乳罩。 这种乳罩可以 24 小时不
间断地使用低剂量超声波对乳房
进行声波扫描， 一旦探测到可疑
癌细胞，即刻发出预警，提醒去看
医生。

日本有一种“来速餐厅”，司
机不必下车， 直接开车到餐厅窗
口前点餐、取餐，很受驾车人士欢
迎。日本还有过一种“来速公用电
话”，是为了方便司机在开车途中
联络需求的， 在上世纪 80 年代，
曾经遍布日本， 而现在全国仅存
两处。

当时的“得来速公用电话”，放
置在电话亭大约 90 厘米的高度，电
话线长度是普通电话的两倍，即 1.4
米。 这样的设计能保证司机开车停
到公用电话亭前，不必下车，伸手就
可以拿到电话并拨号通话， 很受司
机欢迎。

后来， 随着网络和移动通信
设备的普及，使用“得来速公用电

话”的人越来越少，经营者严重亏
本，于是，“得来速公用电话”被淘
汰。 目前只有爱知县和岛根县还
各保留了 1 处， 作为日本通讯历
史上的一种文物。

然而， 日本的普通公用电话
虽然同样少人使用，运营赤字，但
却保留了 15.8 万台，这又是为什
么呢？原来，日本总务省有一个规
定， 在人口集中的地区， 500 平
方米的范围必须设置 1 台公用电
话， 在全国范围就是 15.8 万台，
这是为发生灾害和危急事件时，
能保证迅速联络的最低保障数。
因为在危机出现时， 固定电话比
无线通讯往往有优势， 起码在停
电时也可以使用。 2011 年发生东

日本大地震时， 公用电话的使用
率比平时增长了 10 倍。

由此可见， 日本政府并没有
因为民众远离公用电话以及其赤
字运营就一股脑地把它淘汰。 因
为在大多数时候，民众是随性的，
经营者是逐利的， 这时就需要社
会、政府当中的有识之士，冷静清
醒告诉民众什么是必需的， 并制
定最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公共管理
政策。

每年的 8 月 30 日 -9 月 5
日是日本的“防灾周”，9 月 11 日
是“公用电话日”。 这似乎就是政
府在公用电话利用率越来越低的
时代， 试图唤起大家对其重要性
认识的一种做法。

●王小波：人生在世，会遇到
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一些坏事，好
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
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莫言： 别再为错过了什么
而懊悔。 你错过了人和事， 别人
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
有机会拥有。 人人都会错过，人
人都曾经错过，真正属于你的，永
远不会错过。

●梭罗：黑夜来临时，人们总
是不约而同地从附近的田间或街
上， 驯服地回到家……我们应该
每天从远方的探险、 猎奇和新发
现中， 将新经验、 新性格带回家
来。

●J·G·霍兰： 天赐食物于
鸟，但不投之于巢。

●米兰·昆德拉：永远不要认
为可以逃避， 我们的每一步都决
定着最后的结局， 我们的脚正在
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萧伯纳： 讲理的人使自己
适应世界， 不讲理的人坚持要世

界适应自己。
●保罗·戈埃罗：人总是害怕

去追求自己最重要的梦想， 因为
他们觉得自己不配拥有， 或者觉
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

●刻薄是因为底子薄， 尖酸
是因为心里酸。 只有弱者才逞言
语之强。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穷和
丑却能同时拥有， 胖和矮通常如
影随形。

●嘴馋了，我偷偷地用外婆
的手机给老妈发信息 ：“闺女 ，
妈想吃榴梿了， 待会儿买一个
回来吧。 ”万万没想到 ，老妈又
只字不改地把这条信息转发给
了我。

●我养了一只宠物龟，闺蜜
养了一只宠物兔 ， 我们俩决定
举行一次龟兔赛跑 。 当我们把
乌龟和兔子放在起跑线上后 ，
我的乌龟没有动 ， 但闺蜜的兔
子立刻跑没影了。 现在，她还在
找她的兔……

食物价格和营养价
值并没有必然联系

最近发现， 我家门口的超市
也有三文鱼出售了。 这种原本只
在日本料理店出现的“高大上”
鱼类，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寻常
百姓家， 而且价格也开始亲民
了。

很多宝爸宝妈对它特别感
兴趣。 一位宝妈问我：“听说吃三
文鱼能补 DHA， 对孩子智力发
育有好处， 能用其他鱼来替代
么？

我说：“当然可以啊。 没有什
么食物是其他食物完全不可替
代，非吃不可的。 ”

宝妈说：“可是，就有一些食
物营养特别好啊，比如什么秋葵
啊、藜麦啊、橄榄油啊、牛油果
啊、三文鱼啊……因为营养好所
以特别贵啊。 我经常买这些给孩
子吃。 ”

我说：“商家经常夸大某些

食物的营养价值，好像其他食物
都完全不如它。 这很大程度上是
商业宣传，别太当真。 食物价格
和营养价值并没有什么直接的
联系。 比如说，菜心、苋菜和菠菜
的营养价值很好，在欧洲的超市
里一斤能卖人民币好几十块钱；
但在中国，它们不会卖出很高的
价钱，因为它们供应丰富，没人
愿意花大价钱买。 反过来，三文
鱼这样的海鱼看似很高档，其实
在那些出产它的国家看，也就是
一种普通的海鱼而已，和我们吃
条鳜鱼、多宝鱼等是一样的。 ”

那么， 三文鱼的营养价值，
有多高？

我查询了美国食物成分数据
库，三文鱼的营养数据是这样的：

每 100 克养殖三文鱼（食品
编号：15236）的营养价值如下：

热量 208 千卡、 蛋白质 20.4
克、 脂肪 13.4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维生素 B10.21 毫克、 维生素
B2� 0.16 毫克、维生素 A� 58 微克。

钾 363 毫克、镁 27 毫克、钙 9
毫克、铁 0.34 毫克、锌 0.36 毫克。

DHA� 1.1 克、DPA� 0.39 克、
EPA� 0.86 克、ALA� 0.15 克。

宝妈说：“这些数据我看不
懂啊！ 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

我说：“这么说吧，三文鱼的
蛋白质、脂肪和 B 族维生素含量
和鸡肉、牛肉相当。 它的铁和锌
含量低于肉类。 钙、维生素 A 含
量也不高，不能替代牛奶、鸡蛋。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同时含有多
种 omega-3 脂肪酸 （多元不饱
和脂肪酸 ）， 这些是肉蛋奶都替
代不了的。 ”

野生三文鱼比养殖
的营养更高吗？

宝妈问：“你这个数据是养
殖三文鱼的，如果是野生的会不
会更好啊？ ”

我说：“目前中国超市所销
售的三文鱼， 大部分是养殖的，
野生的产量较低，所以价格要贵

很多，所谓物以稀为贵。 不过，从
蛋白质、DHA 含量和维生素含
量来说，野生产品并不比养殖产
品高多少。 它只是脂肪含量低一
些，所以热量略低点。 ”

咱们还是以数据说话。 美国
食物成分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每
100 克大西洋野生三文鱼（食品
编 号 ：15076） 的营养素含量如
下：

热量 142 千卡、 蛋白质 19.8
克、脂肪 6.3 克、碳水化合物 0 克。

维生素 B1� 0.23 毫克、维生
素 B2� 0.38 毫克、 维生素 A� 12
微克。

钾 490 毫克、镁 29 毫克、钙
12 毫克、 铁 0.80 毫克、 锌 0.64
毫克。

DHA� 1.1 克，DPA� 0.28 克，
EPA� 0.32 克，ALA� 0.29 克。

宝妈点点头：“的确，野生三
文鱼 DHA含量并不比养殖的产
品多呢。 不过，总不能天天给宝
贝吃三文鱼，是不是吃点其他鱼
也能得到 DHA 呢？ 可以有哪些

平价替代品？ ”
我说：“三文鱼只是给我们增

加了一种营养食材， 但不是必须
吃它。 其他鱼类像秋刀鱼、带鱼、
小黄鱼、大黄鱼、鲳鱼等普通海鱼
中也含有 DHA， 只要多吃一点，
就能达到和吃三文鱼同样的效
果。 其实，肉食河鱼的饲料里加了
鱼粉，据相关测定表明，吃鲈鱼、
鳜鱼、鲶鱼之类的河鱼， DHA 含
量可以和三文鱼媲美。 ”

宝妈又问了个问题： 如果三
文鱼是冰冻的，生吃怕有点不新
鲜，宝贝吃了不安全。 煮着吃呢，
味道还特别腥， 宝贝不喜欢，有
没有什么熟吃的简单做法？

我说：“如果对超市三文鱼
的新鲜度和卫生水平有疑问，特
别是给家里老人孩子吃的话，熟
吃的确是比较放心。

之后， 我给宝妈推荐了两种
简单又美味的熟吃做法。

（本文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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