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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茜·威瑟斯自拍。

索菲娅·维加拉优雅迷人。

由《敢死队》系列团队操刀的灾难大
片《伦敦陷落》，将于 3 月 4 日在北美率先
上映。延续了前作《奥林匹斯的陷落》宏
大火爆的视效场面，其破坏、恐怖程度更
加登峰造极的《伦敦陷落》，还未上映就令
影迷翘首期盼。据悉，该片已确定引进中
国内地，有望于近期在全国上映。

2013 年，由杰拉德·巴特勒和艾伦·艾
克哈特主演的灾难巨制动作片《奥林匹斯
的陷落》，全球票房累计约 1.6 亿美元，成
为当年好莱坞票房黑马之一。而它的续
作《伦敦陷落》即将于 3 月 4 日在北美首
映，该片再度集结了《奥林匹斯的陷落》的
硬汉特工巴特勒和热血总统艾克哈特，饰
演众议院议长的摩根·弗里曼也回归继续
出演。《伦敦陷落》将时间背景设置在《奥
林匹斯的陷落》结束几年后，美国总统本
杰明·阿瑟已连任至第二任期，班宁仍是
负责保护他的特工，只不过这次故事地点
从从美国本土转移到了海外——英国伦
敦，讲述的是英国首相神秘去世后，包括
美国总统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去参加
葬礼，再次遭遇恐怖威胁。

在影片中，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伦
敦桥、大本种等古老建筑将一一被袭击摧
毁，极具现场感的恐怖场面不禁让人心生
恐惧。 （凤 娱）

灾难大片《伦敦陷落》
近期将在国内上映

《伦敦陷落》先导海报之圣保罗。

据“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爆料，日前，
有网友曝光了一张撒贝宁家庭照，照片中
撒贝宁与他的蜡像合影，中间的老人是撒
贝宁的爸爸撒世贵，撒爸爸曾经也是国家
二级演员，旁边则是撒贝宁的外国女友李
白。李白是加拿大人，以前是五洲合唱团
的，上过星光大道，也上过开门大吉，家里
是做生意的。

而去年 5 月就有媒体拍到撒贝宁、李
白和父母同行，网友所爆料照片应该是今
年春节前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给撒贝宁
做的蜡像。

至于是不是要结婚了，网友爆料撒贝
宁元旦刚求婚成功，4 月份会在湖北武汉
东湖办婚礼。 （凤 娱）

撒贝宁
被曝向外籍女友求婚成功

李白参加央视节目。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2 月 28 日，大
型女子偶像团体 SNH48 携“中国人自己
的百年汽车俱乐部”——SCC 超跑俱乐部
莅临三亚凤凰岛度假酒店，为电影《纯洁
心 灵·逐 梦 演 艺 圈》主 题 曲《纯 洁 心 灵》
MV 进行取景拍摄。

此次拍摄在凤凰岛内选取了多个场
景，其中最令人瞩目场景要数在岛口处的
取景，一架直升机、五艘豪华游艇、十辆超
级跑车齐出动，引来无数群众围观及争相
拍摄，尖叫声连连，十分养眼。在酒店员工
积极大力地配合下，整个拍摄顺利完成。

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
主题曲MV取景凤凰岛

取景拍摄有序进行。胡拥军 摄

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
莱昂纳多陪跑22年终夺奥斯卡影帝

最佳影片：《聚焦》

最佳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
《荒野猎人》

最佳男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荒野猎人》

最佳女主角：布丽·拉尔森《房间》

最佳男配角：马克·里朗斯《间谍之桥》

最佳女配角：艾丽西亚·维坎德《丹麦女孩》

最佳原创剧本：《聚焦》

最佳改编剧本：《大空头》

最佳动画长片：《头脑特工队》

最佳纪录长片：《艾米》

最佳外语片：《索尔之子》（匈牙利）

最佳摄影：《荒野猎人》

最佳剪辑：《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最佳视觉效果：《机械姬》

最佳音效剪辑：《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最佳音响效果：《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最佳艺术指导：《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最佳服装设计：《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最佳化妆&发型设计：《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最佳原创配乐：《八恶人》

最 佳 原 创 歌 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007：幽灵党》）

最佳真人短片：《口吃》

最佳动画短片：《熊的故事》

最佳纪录短片：《河中女孩：宽恕的代价》

北京时间 2 月 29 日，第 88 届奥斯卡

金像奖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莱昂纳

多·迪卡普里奥终于凭借影片《荒野猎

人》拿到奥斯卡影帝。而最佳影片和最

佳导演奖则由影片《聚焦》和《荒野猎人》

的伊纳里图摘得。此外，影后归属于《房

间》主演布丽·拉尔森，男女配角则分别

由《间谍之桥》和《丹麦女孩》的马克·里

朗斯和艾丽西亚·维坎德获得。此外，R

级动作片《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拿到了六项技术奖，成为本届奥斯卡获

奖最多的电影。

惊喜：莱昂纳多 5次提名
终圆梦，墨西哥导演与摄影上
演“帽子戏法”

本届奥斯卡的“聚焦点”并不在拿到

最佳影片的《聚焦》身上，而是在五度冲

奥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位好莱

坞巨星在 22 年前凭借《不一样的天空》

拿到第一个奥斯卡提名之后，直到现在

才拿到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奥斯卡奖。

在 此 期 间 ，他 分 别 凭 借《飞 行 家》、《血

钻》和《华尔街之狼》三度入围奥斯卡最

佳男主角奖，但均未获奖。此次，在其职

业生涯第 5 次入围奥斯卡、第 4 次入围影

帝奖项之时，终于击败包括《乔布斯》迈

克尔·法斯宾德在内的一众高手，职业生

涯首次获得了奥斯卡影帝。

不过，莱昂纳多在拿到奥斯卡之后，

却没有众人预想当中那样激动，而是借

让他称帝的这部《荒野猎人》漫谈了环保

问题。小李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荒

野猎人》是一部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电

影，而 2015 年确实全球变暖气候是最热

的一年。他在感言结尾呼吁大家环保。

这也与他参与制片和配音的纪录片《第

十一个小时》的主题一脉相承；后者也曾

在 2007 年提名奥斯卡，不过当时也未能

最终获奖。

拿到最佳影片的电影《聚焦》则是根

据《波士顿邮报》揭露当地“神职人员大

规模性侵案”的调查过程真实改编而来，

该片云集“第一代蝙蝠侠”迈克尔·基顿

与“绿巨人”马克·鲁弗洛等实力派演员，

本届奥斯卡除了获得最佳影片大奖之

外，还拿到了最佳原创剧本奖。而迈克

尔·基顿则在自己一奖未得的情况下，主

演了连续两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上一

部由他主演的《鸟人》在去年拿到了包括

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大奖。

提到《鸟人》，也就自然会提及今年

卫冕成功的两位墨西哥天才电影人：导

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和摄

影师“Chivo”艾曼努尔·卢贝兹基。伊纳

里图今年不仅让小李顺利称帝，而且自

己也凭《荒野猎人》卫冕最佳导演奖，这

也是该奖项连续第二年授予伊纳里图

（去年其作品为《鸟人》），连续第三年授

予墨西哥导演（2014 年是《地心引力》导

演阿方索·卡隆），连续第四年授予外籍

导演（2013 年是《少年派》导演李安）。而

摄影师“Chivo”艾曼努尔·卢贝兹基则在

摄影奖上大演“帽子戏法”。这也是奥斯

卡连续第四年将摄影奖与导演奖授予同

一部影片。

爆冷：小片《机械姬》击败
四部大片夺视效奖，“苏联间
谍”击败史泰龙夺最佳男配

不过，除了众望所归的“小李获封奥

斯卡影帝”之外，本届奥斯卡也制造了几

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其中在表演环节，

在斯皮尔伯格最新作品《间谍之桥》中出

演“苏联间谍”的老戏骨马克·里朗斯拿

到最佳男配角奖，这也是《间谍之桥》所

获得的唯一一个奥斯卡奖项；而在《奎

迪》中再度饰演“洛奇”的老牌动作巨星

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则再次抱憾，40 年

前，他曾经凭借在同名电影《洛奇》中的

同样一个角色提名奥斯卡影帝，但当时

他与《出租车司机》的罗伯特·德·尼罗一

起输给了当时已经去世的英国“戏剧派”

表演大师彼得·芬奇。史泰龙时隔 40 年

凭同样角色输给了同样来自英国的戏剧

派演员，不知是不是另一种“小李式魔

咒”的传承。

另一个冷门则发生在技术奖环节，在

《疯狂的麦克斯 4》拿到六项技术奖横扫

之后，人们认为“最佳视觉效果奖”将会

毫无悬念的颁给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电

影，如果有爆冷可能，也应该是在北美横扫近 10 亿

美元的《星球大战 7》。但最终获奖的却是小成本

科幻片《机械姬》，该片是提名该奖项的五部影片

中成本最低的一部电影。而获奖者上台也直言

“完全没想到”，丝毫没有势在必得的小李那般沉

稳自若。

亮点：《麦克斯》垄断技术奖环节，
莫里康内年近90终于拿奖

本届奥斯卡被认为是近年来的“小年奥斯

卡”。但从获奖名单而言，亮点还是不少。比如

意大利著名音乐家、配乐大师、奥斯卡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埃尼奥·莫里康内在第八次提名奥斯卡

之后，终于凭借昆汀塔伦蒂诺的最新作品《八恶

人》拿到了最佳配乐奖。这位 87 岁高龄的配乐大

师在上台时也获得了全场起立鼓掌致敬的礼遇，

而且其需要英语翻译的获奖感言也罕见的没有

被组委会用音乐催促打断，可以说，现场只有莫

翁与影帝小李一样获得了这般优于常人的待遇。

而来自澳大利亚新浪潮巨匠乔治·米勒的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则“垄断”了奥斯卡

前半段几乎所有的技术奖项。这部无缘中国内

地的 R 级动作片也成为影史上第一部可以单届

同时获得两项音效奖+剪辑与化妆四项重要技术

奖的电影。而乔治·米勒虽然在最佳导演奖上失

利，但他也将出任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评委

会主席一职。

此外，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在摘得戛纳电

影节评审团大奖、金球奖最佳影片之后，以横扫

颁奖季之势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也是

匈牙利电影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小 凤 ）

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
获奖名单

艾丽西卡·维坎德凭《丹麦女孩》获最佳女配角。

布丽·拉尔森凭《房间》获最佳女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凭《荒野猎人》获最佳男主角。

马克·里朗斯凭《间谍之桥》获最佳男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