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演《觉醒年代》
“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当《觉醒年代》的制片方向
张桐发出饰演李大钊的邀请
时，张桐的内心很纠结。他回
忆：“我第一时间从心里冒出
来的想法是：不想演。”在他看
来，扮演李大钊这样的历史人
物，既要符合史实，又要演得
生动、鲜活，难度太大了。但
另一方面，他又想尝试“啃一
啃这块硬骨头”，最终，他决定
接下邀约。

“我是抱着敬畏之心和谦
虚之心来诠释这个角色的。把
自己的灵魂敞开，去迎接另一
个灵魂的到来。”张桐说，表演
过程中，他给自己找到了两个
支点，“我觉得李大钊先生在大

是大非面前立场非常鲜明，那
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去拼搏、
去牺牲。同时，他在面对工人
兄弟和农民兄弟的时候，他的
心是无私敞开的。立场鲜明、
善良无私的主体人格，是我走
近李大钊的两个支点。”

剧中有一场戏，用写意的
镜头展现李大钊攀爬长城，象
征他在革命中不断摸索前行。
拍这场戏的那天，剧组选择了
一段“野长城”，所有人都扛着
设备坚持爬完了。“风很大，日
头也晒，过程很艰苦，大家都
想到了红军长征。”张桐回忆，

“虽然艰苦，但我一路看到很
多灌木穿过石头缝长了出来，
当时心中就仿佛感受到了我们
的历史，坚韧的灌木与我们的
民族形成互文。站在长城极目
远眺，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

感觉。那一刻，我好像与李大
钊先生融为一体了。”

投入每个角色
“兢兢业业打磨技艺”

张桐本科就读于南开大
学计算机专业，后来选择去
法国里昂艺术戏剧学院攻读
硕 士 ，从 此 正 式 踏 入 演 艺
圈。他说，自己小时候有两
个梦想，一是当警察，一是当
明星。他承认，年轻的自己
曾经“心气儿高”，但在他远
赴法国学艺术的两年里，“现
实社会给我上了一课，发现
做 人 还 是 应 该 脚 踏 实 地 ”。
这一“课”，他至今仍在受用，
联系到实际工作中，便是“踏
踏实实投入每一个角色”。

《亮剑》里的魏和尚、《铁梨

花》里的牛旦、《红槐花》里的
程牛儿……虽然不全是男主
角，但张桐对每一个角色都秉
承“ 真 诚、投 入、谦 虚 ”的 态
度。“老师曾教我们，要踏踏实

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作为
‘80 后’演员，我觉得自己更
应该肩负起这份传承的责任，
承上启下，兢兢业业地打磨技
艺。”张桐说。

《刺杀小说家》：

从 票 房 来
看 ，《刺 杀 小 说
家》虽然跟冠亚
军相距甚远，却

也将其他竞争对手
远远甩在了后头 。
除了唯一以“儿童+

家长 ”为目标受众的
《熊出没：狂野大陆》稳

稳拿下超 5 亿元票房之
外，其他三部成人向影片
的票房均在两三亿元级

别徘徊——对于今年“史上
最火春节档”的体量来说，
这样的成绩堪称“悲惨”。

因此，继《人潮汹涌》导演饶晓
志在微博公开“求排片”之后，

《新神榜：哪吒重生》导演赵霁近
日也在微博发“小作文”感叹：该
片成本3亿元，但凭目前的票房，

“还远远不够回本”。《侍神令》的导
演李蔚然也在同一天晚上发文号召
观众看片，他坦承该片目前的境遇
令他“彻夜难眠”，感慨观众的喜好
变化快，“电影永远是未来学”。《刺
杀小说家》，似乎成了春节档两大

“头部片”以外唯一的幸存者。
口碑好就能票房好？这个简单

的定律，在2021年春节档却似乎只
对《你好，李焕英》有效。以影迷偏
多的豆瓣为例，《刺杀小说家》的观
众评价从开始的 7.4 分跌至如今的
7.0分，口碑呈下降之势，别说8.1分
的《你好，李焕英》，连《新神榜：哪
吒重生》《人潮汹涌》的分数都比它
高。在大众购票平台淘票票，《刺杀
小说家》目前评分为 8.9，比年初二
跌了0.2分，同样比不上9.3分的《你
好，李焕英》、9.0 分的《唐人街探案
3》和《新神榜：哪吒重生》。在另一
个大众购票平台猫眼，《刺杀小说
家》评分甚至只有 8.6，比年初二的
得分跌了0.3，目前在所有春节档大

片中排名第六位，仅高于 8.5 分的
《侍神令》。

在口碑有争议的情况下，《刺杀
小说家》为何仍拿到超 7 亿元票
房？该片既没有《唐人街探案3》的
IP效应，也几乎没有喜气洋洋的春
节档元素，其预告片看起来甚至有
点吓人，并不适合合家欢观众。但这
些“反档期”元素，或许才恰恰是《刺
杀小说家》成功的原因。其他作品无
论从题材还是类型来说都在意料之
内，《刺杀小说家》却让人颇为好奇。
与其说观众入场前对该片“不抱期
待”，倒不如说他们“不知该抱何期
待”。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批观众反
而更容易对影片效果感到满足。

《刺杀小说家》在春节档前期收
获首波高口碑，由此提高了观众对
它的期待值。不过，当第二波观众
走进影院，发现作品并不符合自己
口味时，失望情绪由此产生，导致他
们打分时比正常情况下更为苛刻。
通常情况下，一部电影在一段时间
里口碑下行等同于该片“质量不
行”。但在春节档这样体量大、时间
长、观众样本也多的特殊档期里，结
论显然要复杂得多。

但即便后期口碑有变化，首批
观众的表现仍然至关重要。《唐人街
探案 3》虽然口碑不及《你好，李焕
英》，但得益于强大的预售票房，该片
在春节档期间牢牢占据票房榜第一
名。在春节档早期便传出“神作”口
碑的《刺杀小说家》也是一样，虽然口
碑有所回落，但至今牢牢占据单日票
房榜第三名的位置。在这方面，跟
《刺杀小说家》同样主打视效卖点的
《侍神令》就教训惨痛——该片因为
在改编过程中没能抓准同名游戏受
众的“爽点”，因此在春节档初期就失
去了一大批本应该十拿九稳的“自来
水”观众，先天声量不足，导致如今举
步维艰。

《觉醒年代》央视热播

张桐：用敬畏之心诠释李大钊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优秀电视剧
展播剧目，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剧《觉醒年代》正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
道黄金时间热播。剧中，演
员张桐凭借其扮演的李大
钊一角受到关注，不少观众
表示，他虽然不是最“形似”
的，但演出了李大钊先生的
“魂”。

出道近 20 年，张桐先
后出演过《亮剑》《中国近卫
军》《铁梨花》等影视作品。
再次扮演革命者角色，张桐
坦言：“这次的表演经历让
我震撼，革命先驱的信仰激
励着我们前进。”

在《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
探案 3》的票房双双超越 40亿元
后，“春节档老三”《刺杀小说家》票
房也迈过了7亿元大关。截至昨日
10 时，该片累计票房 7.33 亿元。
《刺杀小说家》类型新颖，其成功是
今年春节档的最大“意外”。但是
否也是最大“惊喜”？对于不同的
观众来说，答案可能并不相同。

成败皆在“无情”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 月 21 日 22
时，春节档影片《你好，李焕英》总票房正
式超越《唐人街探案 3》。截至昨日 9:
30，《你好，李焕英》总票房为40.57亿元，
《唐人街探案3》40.33亿元。

今年春节档电影中，《唐人街探案3》
有一个傲人的开局。春节档前三日，《唐
人街探案 3》积累了 25.86 亿元票房，《你
好，李焕英》则为 10.49 亿元。但从 2 月
15日年初四开始，《你好，李焕英》便开始
从单日票房、上座率、排片比等方面全面
赶超《唐人街探案 3》。经过春节档后三
日加上一个周末的奋力赶超，《你好，李
焕英》终于把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3》甩
在了后头。

目前，《你好，李焕英》已位居中国电
影市场总票房榜第五名。一至四位分别
是56.93亿元的《战狼2》、50.35亿元的《哪
吒之魔童降世》、46.86亿元的《流浪地球》
和 42.5 亿元的《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
战》。春节档过后缺少有竞争力的大片上
映，再加上良好的口碑效应，贾玲这部导
演处女作的票房排位很可能继续往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好，李焕英》能
打破《神奇女侠》全球票房53亿元的纪录，
贾玲就将取代美国导演派蒂·杰金斯，正式
戴上“全球最卖座女导演”的桂冠。从目前
《你好，李焕英》单日排片在大盘仍超55%
的势头来看，这很有可能成真。 （李丽）

《你好，李焕英》总票房
反超《唐人街探案3》

不过，《刺杀小说家》在获得许多
好评的同时，也因为情感线的单薄而
被不少观众“嫌弃”。有观众认为“雷
佳音寻女”的剧情“拍得一点都不感
人”“找不到任何情感共鸣”；还有女
性观众吐槽：“大战赤发鬼的时候，老
公看得津津有味，我却昏昏欲睡！”

如果看过《刺杀小说家》的同名
小说，便会发现原作的情感浓度更
淡，“寻找女儿”的内容同样未作任何
煽情处理。不过，当不到3万字的短
篇小说被改成130分钟的电影时，那
些在小说里一笔带过的意象便被放
大了：雷佳音和董子健打得奋力，借
助高超的特效营造出一幕幕精彩的
打斗场面；但与此同时，电影其实更
有必要补充交代两人背后的行为动
机，剧情才能更充实。不过，在视觉
奇观与情感合理性之间，导演路阳明
显更偏爱前者。

影片的逻辑也是备受争议的焦
点。在豆瓣上，除了原作作者双雪涛
的“小作文”，被顶得最高的一条影评

题目为《这是谋杀观众，不是刺杀小
说家》。这位网名为“双管猎枪”的评
论者写道，自己被影片“谋杀”了两小
时的生命：“这是一部演员演技再好
都救不了的烂剧本。再华丽的特效、
再奇特的世界观，在没有讲好故事的
前提下都是生硬无脑的堆砌。”跟“双
管猎枪”一样，不少观众认为影片前
半部成功打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观，
但到后半部开始变得力有不逮，结局
更是过分草率——因为正反方力量
差距实在太大，主人公直接靠“开挂”
的方式突然胜出。还有观众干脆吐
槽“看不懂”：“整场看下来简直如坐
针毡，搞不懂这部电影到底在干吗，
不知所云，无聊至极！”

《刺杀小说家》遭遇的两极评价，
显然在于观众到底更重视影片在视
觉上的突破，还是执着于剧本的逻辑
缜密性。一位观众如此总结周边朋
友看《刺杀小说家》后的反应：“喜欢
这部电影的男性似乎比女性要多得
多。”

缺的不止情感，还有剧情和逻辑

在历年春节档中，高票房作品大
多戳中了观众情感需求，今年也不例
外。《唐人街探案 3》迎合了观众“轻
松一乐”的娱乐刚需，《你好，李焕英》
以浓烈的母女情感唤起人们对代际
关系的反思。其他几部春节档影片
中，《人潮汹涌》处处渲染“人潮汹涌，
感恩遇见你”的情感主题，《新神榜：哪
吒重生》喊出“这次我要做自己”的热
血口号，连奇幻大片《侍神令》也强调

“缔结盟约，心就有了归处”的千金一
诺……《刺杀小说家》偏偏不打感情
牌。虽然有“雷佳音寻女”这条主线剧
情，但不少观众看完片后发现，这条情
感线在奇幻设定下其实相当空洞。这
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为“春节档老三”，
靠的是特效及特效背后的审美。

《刺杀小说家》拍摄了一年，特
效却做了两年，每个特效镜头平均
造价200万元。但若光论特效本身，

根据游戏《阴阳师》改编的古装玄幻
片《侍神令》同样不弱：该片做了
2600 个视效镜头，最后用了 2300
个，导演李蔚然称这个数量创下了

“中国电影不曾有的纪录”。但两部
电影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刺杀小说
家》正向10亿元票房迈进，《侍神令》
却还在 2 亿元票房徘徊。《刺杀小说
家》为何能赢得更多观众的肯定？从
多个平台的评价看来，《刺杀小说家》
富有游戏质感的特效审美、现实世界
与小说世界相互影响的独特世界观
设定，均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以
购票平台淘票票的观众热评为例，最
多人选择的评价是“特效震撼”，其支
持量远超“杨幂超A”和“雷佳音演技
超赞”。也有观众盛赞该片的想象
力：“异世界的视觉享受一流！”“看
之前实在脑补不出这电影是什么类
型，看完觉得叹为观止。”

赞的不止特效，还有审美和结构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为何口碑下降，
票房依然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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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佳音饰演的
关宁接下“刺杀小
说家”的任务

影片海报

异世界女孩小橘子与现实世界
中关宁的女儿同名

小说家陆空文
（董子健饰）戴狐狸
面具直播

郭京飞饰演异世界里的老僧

《《觉醒年代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立场鲜明中的李大钊立场鲜明、、善良无私善良无私

张桐饰演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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