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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長安的荔枝》將拍電影

黃海操刀概念海報曝光
近日，歷史小說作家馬伯庸做
客直播間，與俞敏洪和董宇輝為新
書造勢，並透露新作《長安的荔枝
》將會被拍成電影。爾後，電影出
品方愛美影視正式發布了由著名海
報設計師黃海操刀的《長安的荔枝
》概念海報。海報中嫣紅誘人的荔
枝傳遞著盛唐恢弘繁盛的氣息，也
化作主人公壹騎紅塵的征途，而枝
椏上形如掌控的葉子卻透著幾分雕
零，恰如小人物在職場困境之下的
命運沈浮以及不甘淪落的苦苦掙紮
。

關懷結合在壹起，使得文筆能直擊
人的內心。”其中有馬伯庸壹貫的
故事魅力，即“壹連串跌宕起伏的
故事次第展開，密不透風”，“但
與以往不同，馬伯庸介紹說，這就
是部古裝版職場小說，主角就是個
職場社畜，用壹句話總結就是“壹
世功成萬頭禿”，用幽默和荒誕方
式講述主角的艱辛和痛苦。小說最
初在網絡連載就讓讀者欲罷不能，
推出實體書之後迅速榮登各大暢銷
書榜榜首，讀者紛紛以“古代職場
生存秘籍”、“大唐快遞小哥生鮮
配送”、“閱讀每壹行字，都是在
閱讀自己”品評此書。
此次《長安的荔枝》電影改編
權由愛美影視拿下，這也是愛美影
視首次探索古裝題材。成立十年來
，愛美影視出品過多部不同類型的
影視劇作品。近兩年開始聚焦“泛
喜劇”領域的深耕。這也是愛美
“都市喜劇三部曲”《溫暖的抱抱
》、《絕望主夫》、《籃球冠軍》
之後，第壹次將視野擴展到現實空
間之外。正如該電影項目制 片 人 柳
慶慶所言，喜劇是最易到達觀眾
的商業類型片，但是如何在喜劇
題材和表現形式上創新，並形成
持續穩定的產出，始終是喜劇內
容生產者面臨的最大挑戰。《長
安的荔枝》本質上是壹部驚心動
魄、飽含意味的“唐代職場社畜
幸存者指南”，所以既能快速獲
得當下觀眾的情感共鳴，又有燦
爛奇絕的視覺奇觀，相信會給觀
眾不壹樣的審美和震撼體驗。

近日，由邱禮濤執導、高至霆主演的災難動作電影《絕地追擊
》首次發布預告。該片講述了九十年代末我國西南邊境，“8077”
邊防武警特戰隊在壹次剿毒任務中，先後遭遇山洪災難和毒販的算
計，死傷慘重。為了犧牲的兄弟，“8077”幸存戰士誓死展開絕地
追擊。其中青年實力派演員高至霆飾演“8077”中的壹名緝毒特警
王烈。
此次曝光的先導海報極具視覺沖擊力，畫面定格在驚天洪災暴
發的瞬間，山洪泥石流傾瀉而下，兇險奪命的洪災幾乎要將壹支正
在執行緝毒任務的武警邊防小隊無情吞沒。與此同時，英勇的武警
戰士們正在與壹群窮兇極惡的亡命毒販展開殊死交鋒。
官方發布的預告中，高至霆由壹身便裝變裝制服，寸頭造型，
敬禮、端槍姿勢酷帥有型，網友紛紛呼籲讓他把警服焊在身上。這
是青年演員高至霆首次出演武警戰士，與之前的青春角色吳柏松、
運動員角色青年陳敬業、年代角色畢來福大有不同，角色跨度之大
引發廣大網友期待！高至霆通過不少影視作品，向觀眾展示了中戲
科班演員的專業與敬業，相信這次在這個特殊題材巨制中，他亦有
精彩表現！

高至霆演繹武警酷帥有型

電影《絕地追擊》首曝預告

法掌控的命運和未知的前途。馬伯
庸也當場表示自己很喜歡這張海報
的設計，既契合了小說的情境，也
很符合“壹騎紅塵”的意境。
俞敏洪、董宇輝作為書粉，在
直播過程中與馬伯庸進行了大量有
趣的互動。三位讀書人直播營業，
歷史掌故 信 手 拈 來 ， 妙 語 連 連 。
看到海報俞老 師笑稱要為自己爭
取電影演出機會。作為杜甫的陜
西老鄉，董老師戲言自己可以在
電影裏扮演荔枝。玩笑歸玩笑，
說到影視改編，馬伯庸表示自己不
會 幹 涉 選 角和影視創作，直言“小
馬伯庸曬海報 俞敏洪神點評
說和劇本表達邏輯就不壹樣，是兩
《長安的荔枝》是馬伯庸出版的 個專業，專業的人只做專業的事”
最新歷史小說，靈感來源於唐代詩 。
人杜牧名句“壹騎紅塵妃子笑，無
人知是荔枝來”。作者腦洞大開地
歷史宇宙初見模樣
構建了壹個大唐“社畜”李善德拼
影視改編處處開花
盡全力跨越五千裏路運送鮮荔枝的
在馬伯庸的文字宇宙中，詳盡
故事，風格沿襲馬伯庸壹貫的時空 的歷史背景，紮實的文學功底、緊
緊張感，閱讀感酣暢淋漓。
湊的情節、層層懸念、以及巧妙的
馬伯庸做客直播間暢聊新書的 時空構架，為其每部作品都帶來了
同時，正式官宣了《長安的荔枝》 極強的可讀性和畫面感，被無數讀
將要拍攝電影的消息，並親手為網 者津津樂道。正因如此，馬伯庸的
友展示了首款物料——由著名海報 歷史小說也被視為熱門影視改編的
設計師黃海設計的概念海報。以鮮 寶藏——《古董局中局》、《長安
嫩欲滴的紅色荔枝為主視覺，樹梢 十二時辰》、《風起洛陽》、《風
上垂下的幾片萎靡的樹葉組合成似 起隴西》等歷史小說被先後改編成
乎有無形大手掌控的形狀，籠罩著 影視劇，並引發觀影熱潮。《長安
正在策馬揚鞭為荔枝奔走的基層小 的荔枝》將是馬伯庸第二部被搬上
吏，在由荔枝表面的紋理構成的崎 電影大銀幕的小說。
隋唐史專家於賡哲在該書序言
嶇之路上馳向遠方。果實、枝椏、
駿 馬 、 長 路 組 成 的 構 圖 ， 象 征 了 裏，對小說進行了精妙的評價——
“壹騎紅塵妃子笑”背後小人物無 “馬伯庸把他對歷史的稔熟與現實

《雪域雄鷹》12 月 13 日將登東方影視頻道
90 後軍旅版“致青春”書寫強國夢
由羅雷執導，肖順堯、盛冠
森、白威、馮丹瀅等主演的青春
軍旅劇《雪域雄鷹》將於 12 月 13
日起登陸東方影視頻道，每晚 18:
50 五集連播。該劇講述了壹群來
自五湖四海的 90 後，以青春和熱
血挑戰高峰、挑戰自我，最終成
長為特種兵的故事。
眾主演4000米高原上演極限挑
戰
《雪域雄鷹》大膽啟用新生
代演員挑大梁，將目光聚焦鎮守
祖國邊疆的軍人們。這是壹群個
性鮮明、背景迥異的 90 後。他們
從五湖四海出發，來到西藏高原
，生命的極限之地——地球之巔
8848。這片神奇的土地帶給了他
們意想不到的成長和收獲。他們
中的榮寧（肖順堯 飾）從壹心追
尋身世之謎的叛逆男孩，成長為
智勇雙全的殺破狼突擊組組長；喬
二（盛冠森 飾）從壹個無藥可救
的紈絝子弟，蛻變為壹名為國捐軀
的英雄；左佐（馮丹瀅 飾）這個
永遠愛情至上的任性姑娘，也懂得
了軍人的大愛……他們壹次次倒下
又壹次次站起來，經受住了冰雪的
考驗和最嚴酷的捶打與磨礪，最終
成長為壹群真正的軍人，站到了屬
於自己人生的最高峰8848。
據了解，《雪域雄鷹》全程在
西藏拍攝，長達五個月時間。那
兒有高強紫外線照射，也有零下

幾十度的極
寒天氣，高
山雪原、泥
潭沼澤，這
樣的環境對
全劇組人員
來說都是極
大的挑戰。
如 果 說 在
4000 多 米 的
高原堅持拍
攝已經不易
，那麼對於
該劇的幾位年輕主演來說，每天
還要在 4000 多米的高原上進行嚴
格的軍事訓練則更是異常艱難。
雖說幾位主演都是主創團隊精挑
細選出來的“硬漢”“女漢子”
，但面對極地環境與高強度的訓
練、拍攝依然表示“吃不消”。
主演肖順堯說：“每天都在挑戰
自己的極限，不這樣逼壹下自己
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蘊藏著
多大的潛能。”
90 後極地戰士展現新時代軍
魂
高地、高海拔的拍攝除了對
幾位年輕主演帶來極大挑戰，其
實對於劇組的每位成員來說都是
人生中壹次難忘的經歷。導演羅
雷曾在采訪中談到表示：“雖然
在籌備之初就已經預想到了各種
拍攝困難，我們劇組的每壹個演

職人員都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
但到了真刀真槍上陣的時候，困
難比我們預想的要更多、更大。
劇組裏幾乎每天都有人暈倒。因
為任何壹個人、任何壹個職能工
種出現問題影響到工作都會給整
個劇組帶來沈重的打擊。所以我
們每天早晨的第壹件事情就是確
定劇組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即便如此，幾乎每位參與了
《雪域雄鷹》的人員都感嘆，這將
是自己青春時光裏擁有的最彪悍、
最錚錚鐵骨的壹筆。人生觀、價值
觀也得以重新審視，有助於自己日
後的成長道路。將青春的成長故事
融入保家衛國的軍人榮譽中去。該
劇的策劃人李洋表示，在創作這部
劇的時候，心裏壹直有個執念，
“我們需要相信，需要信念，通
過這些 90 後戰士的言行帶給觀眾
積極的信息，國家民族的未來大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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