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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海报

从知情人了解到， 李咏曾在北京

某医院确诊为鼻咽癌， 但哈文迄今未

向大众公布具体病情。

10 月 29 日， 哈文发布讣告称李

咏 25 日因癌症去世，随后，网上传言

李咏患的是喉癌。 新浪娱乐从知情人

了解到， 李咏曾在北京某医院确诊为

鼻咽癌， 但哈文迄今未向大众公布具

体病情。 新浪

●后续报道

除了有美食、主人公，第一集中

出现在镜头中的小猫和小狗也成功

抢镜。 对此，导演张平表示，片中的

小猫大部分都是主人公的猫，“有

一次我们拍摄时， 看到一只好小的

猫，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就那么看着

我们拍摄大部队转场，像视察一样，

很有意思。 有小猫小狗路过镜头的

时候，摄影师都会抓拍下来。 ”

对于片中“美食”和“人物” 应

该如何分配比重的问题， 陈晓卿此

前在接受专访时坦言， 这是一个永

远的话题， 有的观众会希望直接上

吃的，把人物都删掉，有的观众则认

为只停留在吃喝层面太浅薄， 应该

多展现人文精神，“我们有时候会被

撕扯，众口难调。 ”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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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到日落的地

方，在为我奉上食物的地

方， 请给我美酒与火

腿！ ”

10 月 28 日 21 时 15

分，由陈晓卿担任总导演

的美食纪录片 《风味人

间》在腾讯视频和浙江卫

视同步开播。 在第一集

《山海之间》中，除了有

西班牙火腿、奶桶肉等美

食，还展现了年轻渔民用

罕见的“镖法” 在海上逆

浪追捕旗鱼的场面。 截至

昨晚网络播放量已达 1.7

亿，网络评分 9.4分。

第一集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应景

的食物，大闸蟹。镜头捕捉到了太湖

大闸蟹的生长故事， 也聚焦了荷兰

最大淡水湖艾瑟湖里作为入侵者的

大闸蟹的命运。其中，荷兰的渔民家

庭一脸正经地告诉观众：“我们真

的没吃过大闸蟹， 因为拆蟹肉太麻

烦了！ ”

导演张平说，在拍摄这个片段的

时候，摄制组也经常有“暴殄天物”的

感觉，“当地的大闸蟹捕捞上来个头

非常大，有些个小的，他们看不上眼就

丢回去了，我们就觉得荷兰人好奢侈，

这么好的东西就随随便便丢回去

了。 ”张平告诉记者，中西方对食物的

看法不太一样，西方人很少有“鲜”的

概念，“比如我们吃鱼头，实际吃的是

滋味，西方人喜欢吃肉，大块的，没有

刺。所以在吃大闸蟹这件事上，荷兰人

有点不理解我们。 ”

大闸蟹 不被荷兰人接受

片中介绍完皖南火腿后， 镜头

一转， 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

牙中西部小镇。 其中看到工人推着

一辆小车， 在挂满了密密麻麻大火

腿的地窖中穿行的镜头， 很多网友

都感到震撼。 张平告诉记者，火腿在

东西方都很受认可。“我们希望展现

出‘在地美食’ ，就是这个食物在这

个地方吃是最美妙的， 在选择食材

上也是希望可以体现出食材的个性

化对待。 ”

当地还有一种职业， 是专门负

责切火腿片的切片师， 花样百出地

挑动手中一把厨刀切割火腿给客人

品尝。张平说，切片师也是需要执照

考核的， 片中的切片师是顶级切片

师，经常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切火腿，

“好的切片师带给客人的体验也不

同， 一盘火腿他会兼顾到不同的部

分，味道也不一样。 ”

火腿 顶级切片师 切出不同味道

不少网友表示被片中出现的捕

鱼男孩给帅翻了。片中，一位年轻渔

民手拿鱼镖站在剧烈颠簸的小船

上，找寻旗鱼的踪迹，最后镖到旗鱼

的场景惊心动魄。据张平介绍，出海

镖鱼的场景一共拍了三天，“这个

孩子是为荣誉而战。 ” 张平坦言，能

找到这个男孩真的是运气，“我们

先搜索到他师父的信息， 锁定了成

功港。然后委托台湾的团队调研，恰

好台湾团队和当地渔民都特别熟。

据说他是当地唯一的 90 后镖手，年

轻一辈只有他会镖鱼。 ” 在张平看

来， 这个小孩很特别， 他就想当镖

手，不像很多年轻渔民，可能外出务

工不太顺利又回到港口，“他一开

始就上的当地的水产专科学校，从

小看他爸爸镖鱼，就想站上镖台。 ”

捕鱼少年 这个孩子为荣誉而战

小猫出镜 纯属偶然

镖鱼少年以其顽强和坚持，感动了许多网友

用螃蟹制作的美食酥皮蟹

用螃蟹制作的秃黄油

伊比利亚火腿和中国火腿制作的佳肴

旗鱼制作的美味

说了多年的“科幻元年” 终于要来了？

10 月 28 日， 贵州省第二届

“学会杯”钢琴大赛在贵阳大剧院

音乐厅进行决赛。据省音乐家协会

钢琴学会专家介绍，“学会杯” 钢

琴大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让贵

州的钢琴学子们有一个省内最高

规格的比赛平台，更好地发展贵州

省的钢琴事业，更好地引导贵州钢

琴的未来。

本报记者 曾秦 文 /图

知情人： 曾在北京某医

院确诊鼻咽癌

李咏患的什么癌？

从患病到治疗、去世、举行葬礼，

一切都隐忍低调，没有向外界透露丝

毫。 现在，大家才明白哈文这么久以

来，每天在微博上道的那一声声“早

安”背后的真正意义。

殡仪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告

别仪式规模不大但流程完备，只有八

位家人参加， 葬礼时间一小时左右，

提琴声、竖琴声响起，一切都悲婉肃

穆、庄重得体。 ”

没有发布消息，没有给更多人前

来送话筒的机会。 正如他生前的态

度，关于治疗、关于病痛，不向外界喊

痛、不抱怨半分，只留给大家永远的

灿烂笑容。 这样的沉默得体，这样的

让人心碎。 据《每日经济新闻》

李咏告别仪式在纽约举行：

仅有八位至亲送别

近日，由刘浩导演，宋佳、朱亚文

领衔主演的电影《诗人》，在东京电

影节完成了首轮放映。 主演宋佳、朱

亚文来到放映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

宋佳第一次看到成片之后泣不成声，

朱亚文在现场的无实物扯毛裤则引

得现场笑声连连。

东京电影节设置有多个竞赛单

元。 首轮放映完毕后，《诗人》将作为

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大陆影片，向

最高大奖金麒麟奖发起冲击。 目前，

《诗人》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媒体

与观众的接连好评。东京电影节在官

方网站上刊登评论，称赞《诗人》动

情诠释了“在这个动荡的经济和政治

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悲剧性

的爱情故事” 。 综合

图片新闻

东京电影节上:

《诗人》首轮放映

获好评

近日， 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

的电影《流浪地球》宣布定档，影片

自公布开拍以来备受关注， 更是被

不少网友寄望为“国产硬科幻电影

的突破之作” 。同期，我们还将看到

一些科幻片相继上映。

1999年， 中国科幻小说第一人

刘慈欣发表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

此书为刘慈欣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

别奖。 20年后，由郭帆执导，屈楚萧、

李光洁、吴京等主演的《流浪地球》终

于定档， 这也是刘慈欣的作品首次被

搬上大银幕。 不少网友纷纷表达了兴

奋之情，直言“中国终于又有了自己

的科幻片！ ”

据悉，《流浪地球》 的故事聚焦

在不久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陷入

绝境的人类开启了 “流浪地球” 计

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

找新家园。 影片历时三年筹备，拍摄

前，团队制作了 8000余格的分镜、30

多分钟的动态预览，还专门邀请了四

位中科院科学家一同探讨，最终建立

了一套严谨的世界观。

正在热映的科幻惊悚片 《铁血

战士》打造出与异形、哥斯拉、金刚

等并列成为影史上最具魅力的怪兽

形象之一———铁血战士，满头“脏

辫” 、 高科技的战甲武器和肌肉爆

裂的高大身材，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

视觉震撼。 影片上周上映后口碑两

极，喜欢的观众认为电影特效一流：

“看得很爽” ，不喜欢的观众则认为

故事过于单薄。

12月 7日， 全新超级英雄电影

《海王》 将比北美提前两周在中国市

场上映。 中国观众将是全球首个抢鲜

感受海王魅力的国家。

据介绍， 电影 80%的场景都发

生在水下， 全部通过最尖端科技拍

摄及逐帧打磨的特效呈现。 片中海

底七国造型各异的族类外观， 栩栩

如生的奇珍异兽， 众主角遨游水下

的逼真传神， 均展现了科幻电影在

技术上的又一次突破。 综合

《铁血战士》特效一流，故

事单薄

《海王》比北美早两周在中

国上映

《流浪地球》定档，中国科

幻冒险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