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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人物》让观众看得
“爽”
由《白夜追凶》导演五百执导，王千
源、包贝尔等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
“大”
人物》自从 1 月 10 日公映起，市场反响
不大。首映当天的票房只收入 1454 万
元，这样的成绩要想过亿都难。但是，片
中王千源饰演的刑警“孙大圣”，包贝尔
饰演的坏到极致的“富二代”，王砚辉饰
演的刑警队长等角色的魅力得到了观
众的一致认可。随着口碑扩散，
《
“大”
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走出了一个逆市
上扬的局面，上映第三天的周六票房升
到了 4249 万。直至 1 月 27 日，上映 18
天依然保持了 6.5%的排片，目前总票
房达到了 3.34 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
很大，但在目前的电影市场上，也是非
常难得。主演王千源在采访中表示，
《
“大”人物》这部电影中“好人变得更
好，而坏人更加坏”。导演五百表示，在
正义和公平面前，像片中赵泰那种看似
有钱有势的“大人物”，其实是人民眼中
的小人物，而像孙大圣、吴队长那种不
畏强权，勇敢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生活中
的小人物，恰恰是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
大人物，
“ 我希望《
“大”人物》重新定义
何谓大人物”。

赵泰“及时”送到手边的“学区房”，梅婷
饰演的许婕颤抖地告诉丈夫孙大圣，
“我居然发现自己心动了”，这一幕，让
很多观众心头一震。
即便是对于公安部门的“内部矛
盾”，
《
“大”人物》这部电影也没有简单
的一味唱赞歌，影片涉及到了地方公安
刑警和地方派出所之间微妙的关系。
比如片中孙大圣到派出所调查进度，批
评了负责的民警。而景岗山饰演的派
出所所长就特别不开心，顺便冷嘲热讽
了孙大圣，
“怎么，到我们这基层单位指
导工作呀？”
“ 刚破了个大案，了不起
呗。”这些都反映了不同单位之间存在
的微妙矛盾。这些客观存在的微妙关
系虽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影片也不
讳言，从而增加了影片的可信性。
在情节上，最出彩的一幕发生在影
片的后面，孙大圣和吴队长来到杜源饰
演的公安局长的办公室，要求对赵泰发
起逮捕，但杜源因为案情有隐情，不便

现在动手，所以找各种借口推搪，孙大
圣和吴队长急了，亮出自己身上的伤
疤，诉说自己的功劳，这一下惹怒了公
安局长，他情急之下也脱下裤子，亮出
自己大腿上的伤疤，这时候，屈菁菁饰
演的女民警刚好推门而入，看到了这尴
尬的一幕。这个情节非常幽默生活化，
颇受观众的好评。让整部电影充满了
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儿。

王千源包贝尔
实力演员为角色加分
由于国情的不同，相对于《老手》而
言，
《
“大”人物》在情节的暗黑和对人物
内心的开掘上，还是不如《老手》有深
度，即便这样，
《
“大”人物》依然在片中
塑造了孙大圣、赵泰、吴队长等多位具
有性格魅力的角色，
让观众过目不忘。
主演王千源此前曾经凭借《钢的
琴》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韩国冠军电影的
一场彻底本土化
《
“大”人物》改编自韩国 2015 年的
票房冠军电影《老手》，不过在改编的过
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做到本
土化，这一点，主创们也是绞尽脑汁。比
如在原版电影《老手》中，刘亚仁饰演的
赵泰晤这个人物是一个嚣张跋扈的财阀
三世。但到了《
“大”人物》中，由包贝尔
饰演的赵泰虽然也是房产公司老板的儿
子，但是在个人气质和性格上，都要比赵
泰晤更加乡土和任性。主演王千源说，
导演五百有意将这个故事往东北的地方
上靠，这可能跟王千源以前演过《钢的
琴》的影片有关，也就是说，让主演们生
长的地域色彩显示出来，从而更加贴近
故事的本土化。
在故事的细节上，
《
“大”人物》尽量
做到了接地气儿。影片中涉及到了学区
房，房屋拆迁等敏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
片中梅婷饰演孙大圣的妻子，在孩子的
学区迟迟没有得到落实的情况下，看到

奖，
在警匪片《解救吾先生》中，
他主演悍匪
一角，彪悍的外形让观众不寒而栗。此次
在《
“大”人物》中，他扮演片中的刑警孙大
圣，这也是王千源第一次真正扮演警察形
象。在导演五百的心中，王千源就像是中
国的杰森·斯坦森，虽然不是奶油小生的
脸，
但是他脸上充满了沧桑感的男人味儿，
很贴合片中孙大圣的性格，再加上王千源
自身过硬的演技，
“ 只会加分，不会减分
的。
”
此外，
影片中还有很多的动作戏，
王千
源强健的体格和长年以来保持的运动习
惯，
都让片中的打斗戏充满了可看性。
不过《
“大”
人物》中让人最深刻的人物
形象却是片中的大坏人赵泰。在此之前，
包贝尔饰演的都是喜剧角色。只有在徐克
的《西游降魔篇》中，包贝尔在片中饰演比
丘国的国王，
其真身是
“红孩儿”
，
片中他将
红孩儿任性刁蛮的性格演绎得非常到位，
让人看到了他在饰演坏人方面的潜力。
对于片中的赵泰，导演五百说，他觉
得用“霸二代”来形容这个人物要比用“富
二代”更加合适，因为“富二代”大部分只
是炫富而已，而片中的赵泰，已经丧失了
做人的底线，变得丧心病狂了，在他的眼
中，法律已经变得毫无障碍，他可以随便
践踏，
“就像那种浑不论的小霸王，做事儿
毫无章法，自我感觉还特别良好，那种劲
儿表达的还是挺足。”
包贝尔在采访中曾经透露，一开始导
演压根没有考虑他，但是他坚持毛遂自
荐，最终拿到了这个角色。为此，他做了
很多的准备，包括片中赵泰一口的“东北
式的英语”也都是自己背的。他还为角色
戴上了假发，主动提出发型要是“这边上
都整秃的那种”，导演五百说，
“ 一看头形
就知道欠揍。”
正因为包贝尔饰演的赵泰太坏了，让
每个看过电影的观众都有揍他的冲动，一
位观众说，
“ 看到影片最后王千源饰演的
孙大圣手上蘸着辣椒油，狂扇赵泰大嘴巴
子时，
实在是太过瘾了。”
一位网友评价《
“大”人物》，这是一部
实打实的国产商业电影，在本土化的改编
上诚意十足。出色的动作设计和插科打
诨的喜剧元素让该片成为了一部“警匪爽
片”。 另一位网友说，影片虽然有瑕疵，
但毕竟突破了很多禁区，非常不容易，希
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类似的国产警匪片。
本报记者 王金跃

艺评

剧情接地气 形象有突破

艺评

正在热映的《
“大”人物》既是一部标
准的警匪片，也有《我不是药神》那种揭
露社会现实的属性。一个底层修车师傅
在某地产集团的大楼里离奇坠楼昏迷，
王千源扮演的刑警发现疑点重重，誓要
查明真相，因此杠上了包贝尔扮演的地
产集团富二代，两人堪称从影片开头斗
到结尾，最后上演飙车追逐，街头肉搏，
不服？打到你服！
本片的片名很有意思，在“大人物”
的“大”字上还专门加了引号，是想让观
众思考何为“大人物”，同时通过片名表
达多重含义。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影
片中的“大人物”
无疑就是包贝尔扮演的
冷血变态富二代，以及他的那个同样无
法无天的富豪老爸。他们财雄势大，坏
事做绝，有着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的优
越感和傲慢。不仅用暴力强拆让底层民
众流离失所，当那个修车师傅上门讨说
法时，富二代还将他打成重伤，并让人把
他扔下楼制造自杀假象。这种为富不仁

的
“大人物”在社会上并不少见，
正所谓
“钱
能通神”
，
他们不仅能够用金钱构筑起保护
伞，危急关头还能让别人顶罪来逃脱法律
制裁，
普通民众看到这种仗势欺人、为所欲
为的
“大人物”
肯定是恨得牙根痒痒的。
影片中还有另外一种
“大人物”
，
他们的
“大”
不是体现在身份、财富和权力上，
而是
体现在精神、
信念和勇气上。就像王千源扮
演的刑警，
想买一套学区房的他原本有求于
富二代，
但看到富二代有犯罪嫌疑，
仍然毫
不犹豫地跟他直接开杠，
即便富二代派人给
他老婆送包送钱，
即便富二代用他儿子的安
危来进行威胁，
即便领导也让他不要再管此
事，
王千源依然毫无让步，
死磕到底。像这
种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小人物，挺身而

出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在老百姓心里，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
“大人物”。
本片除了在故事上试图接地气、求
共鸣，在风格上也有优点，就是将喜感强
烈的动作场面，与严肃沉痛的社会话题，
进行了高度融合与混搭，从而形成一种
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风格。尤其是动作
戏上有意营造的风格化十足的喜感，绝
非那种刻意夸张出糗逗人笑，都是充分
利用打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和
意外，来营造出一种让观众感觉“痛并快
乐着”的强烈喜感，只要你看了，就一定
会被片中的动作戏逗乐。
片中针尖对麦芒的两位主演王千源
和包贝尔也让人印象深刻。王千源在片

中扮演的刑警，一方面有传统硬汉的勇猛
与强悍，一方面也有接地气的街头智慧和
草根幽默，会让观众感觉十分讨喜与可
爱，动作戏方面干净利落的身手也十分令
人信服。
包贝尔扮演的这个极度变态又十分
能打的富二代，作为大反派一出场就能让
人感受到张扬跋扈、邪气十足，后面的戏
份更是让人看到这个角色疯狂失控、心狠
手辣的冷血与残忍，角色身上的这种变态
感也让包贝尔演得活灵活现。在大银幕
上看到这种为富不仁的变态被暴打，当然
会让人看得十分解气。而且包贝尔此前
也没有拍过这种拳拳到肉的打戏，能在片
中圆满完成也算是十分拼命了。
本片的导演也格外值得一提，他就是
近几年大热网剧《心理罪》的导演以及《白
夜追凶》的监制五百，不难看出他对现实
题材的偏爱，但是现实题材也是有颇多
“雷区”的，这部《
“大”人物》也堪称是一部
“蹚雷”之作，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对于
刑警形象的塑造，都不乏大胆突破之处，
这样的作品最终能够呈现在大银幕上，也
值得让人给导演五百点赞！
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