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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18日，电影《壮
志凌云2：独行侠》主创汤姆·克鲁
斯、迈尔斯·特勒、詹妮弗·康纳利
等亮相第75届戛纳电影节首映礼
红毯。戛纳电影节组委会还特别
为“阿汤哥”颁发一座荣誉金棕榈
奖，作为对他“辉煌演艺生涯”的
惊喜致敬。

《壮志凌云2：独行侠》将于5
月27日在北美和海外多地正式公
映，故事讲述海军顶尖飞行员皮
特·米切尔（代号：“独行侠”，由汤
姆·克鲁斯饰演）服役30多年后，
决定打破体制的限制，成为一名
试飞员接受更大的挑战。

（吕航）

《唐顿庄园2》
破旧立新

豆瓣9分“神剧”大银幕回归

5月19日，综艺节目《乘风破
浪》发布嘉宾海报，宣布“乘风发
布人”谢娜、舞台总监陈琦沅、音
乐总监荒井十一加盟节目。该节
目今日起，每周五中午12:00在芒
果TV上线。

此前，《乘风破浪》已宣布那
英、宁静、张蔷、王心凌、徐梦桃等
30人加盟。

不少观众注意到，与前两季
节目名称为《乘风破浪的姐姐》不
同，此次该节目改名为《乘风破
浪》，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而天眼查APP信息显示，湖南
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已于今年3月申请了“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第三季”商标，目前两
个商标申请均处于“等待实质审
查”阶段。

尽管节目组并未公开改名
的原因，但有分析认为，这一变
动是该节目想要摆脱“姐姐”所
带来的束缚，从而不会被年龄等
元素所限制。 （吕航）

看过《唐顿庄园》剧集版的观
众，当然知道整个“唐家屯”是如
何的枝叶繁茂——楼上的贵族，楼
下的仆人，还有家族的亲戚朋友
们。如今再加上一个电影剧组和
一家子法国人，《唐顿庄园 2》着
实热闹得紧。如何做到让众多人
物个个丰满出彩？幸亏，编剧朱
利 安·费 罗 斯 就 是“ 老 唐 家 屯
人”，他能轻松地让各个角色在新
故事中各就各位。这位大器晚成
的电影人曾经是个不成功的演
员，但在 53 岁那年凭借自己第一
个被拍成电影的剧本《高斯福德
庄园》获得第 74 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原创剧本奖，之后其担任编
剧的作品《浮华世家》《年轻的维
多利亚》和音乐剧《玛丽·波平
斯》都广获好评。2011 年，费罗
斯凭借《唐顿庄园》获得第 63 届
美国电视艾美奖最佳编剧。显
然，讲述“贵族那些事儿”一直是
他手到擒来的拿手活。

在《唐顿庄园 2》中，“在电影
中拍电影”的有趣设定，向观众展
现了唐顿庄园“庄严”之外的“鲜
活”。饰演玛丽小姐的米歇尔·道
克瑞坦言：“通常楼下更热闹，所
以当楼上也充满活力，故事就变
得很有意思。”而这一设定除了为
剧情增添新鲜感，也让拍摄现场
充满趣味性。二小姐伊蒂丝的饰
演者劳拉·卡尔迈克尔就笑称，自
己在拍摄时经常感到迷惑，分不
清真摄像机与道具，有时更一时不
知该看向哪个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唐顿庄
园》大电影的导演都非来自剧版，
其中为第二部执导筒的西蒙·柯
蒂斯显然更值得期待些——他那
部备受业内推崇的导演处女作
《我与梦露的一周》，在剧情和结
构上与《唐顿庄园 2》有不少异曲
同工之妙。

abby：距离《唐顿庄园》开播已经12年
了啊，完结的电视剧还能时不时出电影版
发发福利，看看老朋友的感觉真好。

Sampson：肯定是这个系列的大结局
了，画面精美，连头发丝都无可挑剔，每一
句话都透露着幽默，结局感人催泪。

Disclaimer：《唐顿庄园2》在画面上、剧
情上、气质上都让我很喜欢。前半段依旧比
较轻松愉快，金句频出，而后老夫人过世的段
落让电影院里很多观众都落泪了。这不全依
赖剧粉对人物的喜爱和留恋，电影对节奏、画
面、音乐的处理也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

waiting：整部电影画风华丽，情节流
畅，古老的庄园，蔚蓝的大海，还有富丽堂皇
的现代别墅，主人们彬彬有礼，仆人们温文尔
雅，整个剧情充满温情，大家都很克制，没有
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庄园面临的是新
事物、新秩序的挑战：剧组进驻，主人仆人的
各种误入，无声电影被淘汰，有声电影崛起，
录制配音，修改剧本，充斥着各种变革。就连
抱残守缺的老夫人和伯爵，都能接受仆人们
参与电影，并且上餐桌吃饭……最后老夫人
仙逝，新生命诞生，新的接班人确立，去旧迎
新，破旧立新，古老的庄园焕发出新的生机。

慢卷袖：婚礼开头，葬礼结束，真的很
令人唏嘘。从看剧时就一直很害怕会出现
的情节终于在《唐顿庄园2》中到来了，挺难
过的。奶奶这个角色是这部剧的灵魂之
一，她精明刻薄，又真实直接，古板却又最
懂变通，富有典型的英国幽默。卡森说玛
丽会变成她，私以为安排导演和玛丽的暧
昧情节也是在呼应奶奶的年轻往事。玛丽
确实像她，也许风情难挡却又清醒自制。

电影完成了时代命题和家族命运的完
美融合。如同生死不可逆转，时代的变迁
也不可抵挡地席卷了庄园，很高兴它并没
有以没落的形式被拍出来，而是在拥抱变
化中不知不觉完成了新生。

《唐顿庄园》的第二部大电影今日正

式公映。作为在这个“520档”挑大梁的电

影，《唐顿庄园2》或将再续该系列电视剧

豆瓣得分平均9分以上的口碑神话——在

刚举行的六城超前观影中，这部续集电影

得到了观众和影评人的广泛赞誉。

相比更讨好剧粉的首部大电影，《唐

顿庄园2》则是一部无论剧粉还是路人都

能用来轻松“下饭”的作品。影片不但在服

化道上一如既往地无可挑剔，更在戏剧冲

突上玩到了极致。值得一提的是，《唐顿庄

园2》并没有一味打怀旧牌，而是在“新”与

“旧”激烈冲突的主题上折射出世界的剧烈

变化，以及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如何积极应

对挑战。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挑战

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但《唐顿庄园
2》仍给人温暖和励志之感。这或许是因为，
它生动地展现出人类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里如
何稳住脚跟——勇敢接受挑战，努力把持本
心。玛丽小姐在父亲表示出对电影剧组进驻
庄园的反对之后，毫不犹豫地把他带上阁楼，
让后者直面屋顶漏水的现实。制片公司中途
叫停剧组拍摄后，也是她给一筹莫展的导演
出主意：何不加上配音，把默片变成有声电
影。之后，她还帮台词功力欠佳的女主角配
音，成了电影最终能够完成的最大功臣。“机
会永远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还适用于莫斯
利先生身上——他曾是玛丽亡夫马修家的管
家，后来做了老师。他热爱电影，从剧组在唐
顿庄园开工那天就一直默默在旁观察学习。
当剧组遭遇台词危机时，莫斯利挺身而上，绽
放了自己的编剧才华，最后更被导演力邀，踏
上了职业编剧的道路。

片中角色虽多，但影片难得地给每个人
都安排了属于自己的挑战。老管家卡森不适
应庄园被外人“入侵”，聪明的玛丽便安排他
跟着伯爵去法国。在法国之行中，卡森谨守
了大半辈子的各种“规矩”都受到了天性随意
的法国人的挑战，但老古板的他最终也有了
些许改变。这体现在一个细节：卡森终于忍
受不了南法的阳光直射，一口气冲进当地的
帽子店，把自己的呢子礼帽换成了遮阳草
帽。此外，老伯爵也在这一部遭遇了人生的
最大挑战——母亲即将去世，妻子可能患上
重病，他在庄园里的“大当家”位置也被女儿
取代。显然，他的新课题是两个字：放下。

跟剧版《唐顿庄园》一样，大电影《唐顿庄
园2》中的女性形象尤为出彩。“唐家屯”的精
神支柱老夫人在这一集里跟热爱她的家人和
观众彻底说了再见，但她去世前仍保持着自
己的幽默和体面：“别吵了，我连自己去世的
声音都听不见了。”此前，她给孙女玛丽的“持
家秘诀”也令人忍俊不禁：“很多人对女人就
两种印象，觉得她们要么邪恶，要么愚蠢。你
记得，尽量要让人留下第一种印象。”

老夫人的南法秘密，实际上对应的正是
她这一生的最大挑战——抵挡所谓“真爱”的
诱惑。正因为知道这份诱惑如此之大，她直
到死前都没见那个法国人第二面。而最终，
她的这份坚持也被孙女玛丽继承了——对导
演的求爱，她十动然拒。

金像四十，
不惑如初！
香港电影金像奖

公布主题海报

近日，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公布了本届主题及官方海报，
主题为“金像四十 不惑如初”。

海报由著名美术指导张叔平
担任设计，他表述的创作概念
为：“香港电影现在处于低潮，但
同时又有很多新导演涌现，我将
金像奖女神手上的明珠放在心的
中央位置，希望香港电影可以像
昔日那样迸发更多光芒；而且明
珠的表面上藏了哈哈笑的笑容，
这是一个很playful的设计，我冀
望大家尽量拍多些电影，将香港
电影带到外面，再次发光发热。”

据悉，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颁奖典礼将于7月17日举行。

(吕航)

汤姆·克鲁斯
获颁

荣誉金棕榈奖

《乘风破浪3》
正式上线
谢娜、陈琦沅、荒

井十一加盟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世界变化快，“唐家屯”也疯狂

《唐顿庄园 2》讲述了两条线的故事。第一条线
发生在唐顿庄园内部，一个剧组提出申请，想在此地
拍电影。考虑到庄园年久失修甚至漏了屋顶，如今的

“大当家”玛丽小姐决定接受这份申请。感到旧有秩
序受到挑战的格兰瑟姆伯爵，此时正好收到一个来自
法国的邀请。他当然巴不得离开家里这个烂摊子，但
法国那边的事儿也着实诡异。一位法国贵族跟年轻
时的老太太曾度过浪漫一周，他在去世前留下遗书，
要把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庄园留给老太太。贵族夫人
自然不愿意，但贵族之子却热情邀请伯爵到法国一游
顺便接收别墅。这便是在 125分钟的时间里，《唐顿
庄园2》所展开的第二个故事。

《唐顿庄园》剧集版的背景设定在1910年代英王
乔治五世在位时，但在《唐顿庄园 2》里，“大当家”已
经换人，玛丽小姐本人也已经走过懵懂的少女时代，
经历了丧夫又再婚。片中一个细节或能提供该片更
为精确的时代背景：来唐顿拍电影的导演邀请玛丽去
看电影，两人无意中发现有一部叫《爵士歌王》的电影
很卖座。这部《爵士歌王》并非虚构，它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部有声电影。这部爱情歌舞片由艾伦·克罗斯兰
执导，阿尔乔生、梅·麦卡沃伊、华纳·欧兰德等主演，
在1927年上映——这应该是《唐顿庄园 2》故事发生
的年代背景。在故事里，导演原本拍到一半的电影，
因为这部《爵士歌王》的走红而被叫停。虽然导演不
服地表示，这部所谓的“有声电影”里并没有几句对
白，而且效果也不好，但在包括他在内的不少电影人
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默片时代确实就这么突然地
宣告结束了。在《唐顿庄园2》的最后，仆人们因剧组
缺群众演员而坐上了他们服务了一辈子的主餐桌，当
上了“老爷太太”，而伯爵等人则在镜头外笑眯眯地看
着他们。“楼上”“楼下”分隔不再，这一幕有趣而温
馨。但对于银幕外的观众来说，若考虑到《唐顿庄园
2》的故事没过几年就将爆发二战，或许会更
加感慨这世界变化之快之巨。

老编剧，新导演【
幕
后
揭
秘
】

在拥抱变化中
完成新生

老庄园，新外景

《唐顿庄园》的服化道向来为人称道。
但这一次，大电影还作出了“首次出国拍外
景”的壮举——老夫人突然告知家人自己
继承了一栋南法的别墅，为了处理这一事
宜，格兰瑟姆伯爵夫妇、二女儿一家、三女
婿一家共同启程前往法国。跟随着他们在
法国的旅程，椰林海浪、梦幻建筑、时尚晚
宴一一呈现，当高雅复古的英伦风尚邂逅
热情浪漫的法式风情，效果也是美学与笑
果并存。

《唐顿庄园》系列中的唐顿庄园，其取
景地是位于英国英格兰汉普郡的海克利
尔城堡。这座城堡始建于 1839 年，由赫伯
特家族所拥有，现时属于第八代卡那封伯
爵乔治·赫伯特——因此“在唐顿庄园拍
电影”这个梗，与现实也是有趣对应的。
海克利尔城堡外观的恢宏大气和内饰的
美轮美奂，曾让影片制片人莉兹·特鲁布
里奇大为赞赏：“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个
重要角色。当镜头随车头调转，庄园映入
眼帘，那一刻太惊艳了。”

片中的南法别墅则与唐顿庄园风格截
然相反，色彩搭配鲜艳明丽，布局设计宽敞
通透，处处透露着安逸闲适的气息。饰演
伯爵夫人的伊丽莎白·麦戈文对此次法国
之旅印象深刻：“这是相当让人耳目一新的
体验，能看到这么多角色在一片如此异域
风情、如此不同的环境中是一件很有趣的
事——除了‘有趣’我想不到更好的词了。”

好莱坞女星光临唐顿庄园

三女婿的婚礼是全片开场大戏

晚宴拍摄现场

编剧朱利安·费罗斯（右二）与演员交谈

格兰瑟姆伯爵与大小姐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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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人（右）
将告别观众

“大小姐”米歇尔·道克瑞与导演西蒙·柯蒂斯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