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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宠粉”
接受网友的早餐“安利”

没有过多的形式创新，也没
有太多花哨的宣传，不管从叙事
还是拍摄手法依旧延续第一季的
风格。无论从哪个层面，《早餐中
国 2》的上线，都走的是“稳”路
线。虽然没有第一季的“爆红”和
新鲜感，但是豆瓣评分却从7.9分
升高至8.8分，也从侧面印证了作
品不俗的品质。

“有谁会记得我们这个小节目
呢？”早在第二季播出前，导演王圣
志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在当
下的纪录片市场中，不乏制作精
良、题材别致的作品诞生。他更是
明白，每集只有5分钟的《早餐中
国》，不管从拍摄和制作层面都有
明显的短板。“我们没有多强的优

势，对美食的挖掘也是点到为止，
篇幅也有限。当下的美食纪录片，
做得比我们优秀的太多了。”

但王圣志没想到的是，许多
“旧友”仍旧等待《早餐中国》的归
来。热心观众们孜孜不倦地向官
博投递家乡的早餐，“安利”摄制
组来拍摄。所以，在第二季的35
集中，有将近一半的早餐店都是
网友自发推荐的，是当地“土著”
会去吃的早餐，可以说是相当“宠
粉”了。“到第三季的时候，我们会
再加强互动性。说不定网友留言
推荐早餐后，过几天我们就直接
去拍摄了。”王圣志笑着说。

温暖坚定
美食背后是人间烟火

街头巷尾的早餐店，行色匆

忙的食客，冒着热气的早餐……
不管打开《早餐中国》的哪一集，
都能看到这样烟火气十足的画
面。没有炫酷的镜头，也没有华
丽的特效转场，画面中的情景每
天都在生活中真实上演。就像王
圣志所说：“扎扎实实往烟火气更
进一步。”

其实，在第二季启动之初，也
有不少人对摄制组提过“创新”。
但王圣志明白，其实创作跟做食
物也有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早
餐在国人心目中带有现世安稳的
寓意，它代表了乡愁记忆，所以作
品更应该温暖而坚定。“早餐是个
非常稳定的诱惑，所以很多早餐
店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是不
能创新、口味是不能变化的。早
餐代表了心里的安定，有一种心
甘情愿的耐心和坚持。”

当然，《早餐中国》的烟火气

不只体现在食物本身。在口腹之
欲得到满足之外，美食背后烟火
人间，餐馆老板与食客的有趣互
动，才是在观众心中留下余韵的
关键。

在片中，观众可以看到以前
削尖了脑袋也要去泡歌厅，自
从开了早餐店就13年没进过歌
厅门的稍麦店老板；还有凭借
一己之力支撑开店，还要悉心
照料女儿的新疆奶茶店的老板
娘；以及想要把店打理好，以后
可以交给女儿来管的重庆小面
店老板……

“很多观众都说这一季的《早
餐中国》很催泪，有很多店家的故
事都让人感动。其实。我们拍早
餐，更是记录生活原本的样子。
我们想展示的是，快乐是相通的，
但店家生活中的压力更有不同。”
王圣志说。

还记得2013年上映的《冰雪奇
缘》吗？该片在全球造成轰动，并
创下12亿美元的票房佳绩，更顺利
拿下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
长片及最佳原创歌曲两项大奖，主
题曲《Let It Go》至今仍令许多观
众难以忘怀。

11月12日晚，《冰雪奇缘2》在
上海举行中国首映礼，揭开这部备
受期待续作的神秘面纱。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受邀第一时
间观看了这部年度动画大片。艾
莎为何拥有冰雪超能力？她和妹
妹安娜的父母在那场暴风雪中到
底去了哪儿？这些问题都在影片
中得到了答案。该片将于11月22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与北美同步。

2013年，迪士尼凭借《冰雪奇
缘》成功在全球吸金12.7亿美元，
至今仍霸占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
军宝座，并揽获包括奥斯卡、金球
奖在内的所有各大重磅动漫长片
奖项奖。反传统的故事设定、精美
华丽的画面及人物形象、数首动听
的歌曲，让影片突破了少儿动画的
局限性，成为迪士尼近年来最成功
的动画IP之一。

暌违6年后，深受粉丝们喜爱
的安娜、艾莎、克里斯托夫、雪宝都
会在续集《冰雪奇缘2》回归，展开
另一场大冒险。《冰雪奇缘》剧情
曾提及安娜和艾莎的父母在一场

翻船意外中过世，续集里两姐妹
将挖掘父母之死背后的真相及艾
莎力量真正的起源，揭露更多未解
之谜。

《冰雪奇缘2》延续了第一部的

原班人马，继续由克里斯·巴克、珍
妮弗·李执导，配音演员克里斯汀·
贝尔、伊迪娜·门泽尔等也一起回
归。影片故事将继续聚焦艾莎和
安娜姐妹，相比第一部的格局更加
庞大，更有史诗感。

这一部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部
三年后的秋天。起初主人公们的
生活幸福安详，然而这一切都在一
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化为乌有。
这一次，艾莎公主将呈现“长发及
腰”造型，还有望展示她最新拥有
的强大魔力。此外，罗伯特·洛佩
兹、克里斯汀·安德森-洛佩兹这对
夫妻档继续为该片创作歌曲，共有
11首歌出现在《冰雪奇缘2》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近日，迪士尼真人电影《小美人
鱼》确定由乔纳·豪尔·金饰演男主
角埃里克王子。乔纳·豪尔·金是
2017年剧版《小妇人》中的“劳里”，
也曾出演电影《一条狗的回家路》
《霍华德庄园》等。

电影《小美人鱼》改编自迪士尼
的同名经典动画，讲述了小美人鱼
爱上人类王子，为了与王子在一起，
她牺牲了自己的声音、忍着巨大痛
苦把自己变成人类，但王子却与公
主结婚了。小美人鱼没有杀死王子
以变回美人鱼，而是选择牺牲了自
己，最终她得到了一个永恒的灵魂。

该片由罗伯·马歇尔（《芝加哥》
《艺伎回忆录》《奇幻黑森林》）执导，
预计2020年早期开拍。最先确定的
是男一号乔纳·豪尔·金，他1995年
5 月 30 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是

United Agents旗下的艺人。
此前，曾传出扮演美人鱼的是

黑人演员哈雷·贝利，哈雷·贝利
2000年3月27日出生于美国亚特兰
大，是童星也是歌手，2015年的时候
碧昂丝·吉赛尔·诺斯直接签下哈
雷·贝利姐妹，让她们加入自己的唱
片公司Parkwood。

不少人觉得，这次男主角选角
倒是很成功，不仅是因为这个男演
员长得帅气，更重要的是他的五官
轮廓和动画版的埃里克王子也非常
相似。王子的选角很令人心动，但
女主角的选角依然饱受争议，哈雷·
贝利的长相被网友疯狂吐槽，他们
认为小美人鱼不应该由黑人演员来
饰演，而且她的颜值也不够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帆

乐山的乐牛豆腐脑、江油的肥肠，都“入选”了《早餐中国2》的食谱。

动画片《小美人鱼》中的王子。

饰演真人版《小美人鱼》王子的乔
纳·豪尔·金。

《冰雪奇缘2》即将来袭。

乐山的豆腐脑、江油的肥肠……

《早餐中国2》回归
“打卡”四川美食

“不吃早餐的一天
是没有灵魂的。”表面
焦脆、内里却被肉汁包
裹的吐鲁番烤包子；润
滑柔软、入口即化的乐
山牛华豆腐脑；麻辣鲜
香、飘溢辣椒香气的重
庆小面；还有表皮剔
透、馅料里满是羊肉的
呼和浩特稍麦……哪
怕隔着屏幕，食物的香
气和热气都早已传递
到了观众的鼻腔里。
而且无论是其中的哪
一道早餐，都可以成为
早起的理由。

还是用 5 分钟讲
一道早餐，还是充满烟
火气的普通小店，观众
评价还是一样的“下
饭”、“温暖”。10月21
日，美食短纪录片《早
餐中国》第二季再度与
观众见面，与第一季相
同的形式风格，带来的
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
味道。

时隔 5 个月后，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再次采访了导演王圣
志，作为《早餐中国》系
列的总导演，他谈到在
第一季爆红之后节目所
面对的压力，更说到了
作品背后的烟火人间。

姐妹同心 其利断“冰”
《冰雪奇缘2》

下周末内地北美同步上映
11月 13日，据皇马俱

乐部官方消息，队内中场球
员、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
荣获 2019 年金足奖。去
年，他曾在梅罗的“包夹”下
包揽世界杯金球奖、世界足
球先生和“金球奖”三大殊
荣，如今，在莫德里奇身后，
足坛最亮的两颗明星只能
再次成为他的“背景板”。

金足奖评选始于2003
年，是一项授予年龄大于29
岁，在足球领域取得突出成
就的运动员的终身成就
奖。该奖获得者可以在摩
纳哥的“冠军大道”上留下
自己的脚印，一名球员只能
获得一次金足奖。

现年 34 岁的莫德里
奇，本赛季代表皇马各项赛
事出场9次，贡献1球3助
攻。俱乐部生涯，他先后为
萨格勒布迪纳摩、热刺和皇
马效力。国家队层面，莫德
里奇2006年首次为克罗地
亚队出战，至今已出场126
次，奉献16球，并帮助克罗
地亚在俄罗斯世界杯斩获
亚军，创造球队历史最好成
绩。因此，去年12月3日，
莫德里奇在法国巴黎荣膺

2018年金球奖，打破了C罗
与梅西过往十年对该奖项
的垄断。

今年的金足奖十人候
选名单分别为：梅西(巴萨)、
C罗(尤文图斯)、基耶利尼
(尤文图斯)、莫德里奇(皇
马)、拉莫斯(皇马)、莱万多
夫斯基(拜仁)、阿圭罗(曼
城)、皮克(巴萨)、鲁尼(德比
郡)、蒂亚戈-席尔瓦(巴黎圣
日耳曼)。

金足奖主办方在全世
界有18个足球媒体合作伙
伴，这18家足球媒体每年
选出10名候选人，球迷们
则通过在金足奖的官网上
进行投票选择出金足奖获
得者。

此前，该奖项得主包
括：巴乔(2003)、内德维德
(2004)、舍甫琴科(2005)、罗
纳 尔 多 (2006)、皮 耶 罗
(2007)、卡洛斯(2008)、罗纳
尔 迪 尼 奥 (2009)、托 蒂
(2010)、吉格斯(2011)、伊布
(2012)、德罗巴(2013)、伊涅
斯塔(2014)、埃托奥(2015)、
布冯 (2016)、卡西利亚斯
(2017)、卡 瓦 尼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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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好看
导演组都被四川早餐

“迷住”

说到美食，自然也不能
少了四川的身影。早在第一
季，成都红油抄手和肥肠粉
就已经亮相《早餐中国》了。
而在第二季中，乐山的牛华
豆腐脑和江油肥肠也先后登
上了正片。

鲜香滑嫩的牛华豆腐
脑，汤底每天要熬制8个小
时；咸辣入味的江油肥肠，里
里外外被洗得干干净净，再
放入精心调制的酱料中熬煮
……在每个特写镜头里，味
觉都能感受垂涎欲滴的诱
惑，观众们只能默默吞下口
水，记下“打卡”攻略。

值得一提的是，王圣志
及其导演组的工作人员大多
来自福建。向来口味清淡的
他们，初来四川还不懂为何
早餐要吃辣椒。但先后拍摄
了4种四川的早餐后，摄制组
也彻底“沉沦”了。

“我现在问他们想去哪
里团建的话，他们一定会选乐
山。乐山的美食让整个导演
组欲罢不能，完全是‘中毒’
了。四川的早餐是特别的热
烈，色香味俱全。其实这种
题材，很多地方不好拍。但
在四川，不管是空镜头还是
美食镜头，都特别好拍，视
觉上也可以用‘繁花似锦’
来形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

“魔笛”再添“金”
2019年金足奖揭晓

梅罗连续两年“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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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鱼”找到真王子了！
《小美人鱼》真人版明年开拍，王子和动画片很像

一代传奇，终于也到了
要说再见的时候。

北京时间11月13日，
西班牙传奇前锋、绰号“葫
芦娃”的比利亚宣布，将于
本赛季结束后正式挂靴。

“我希望能在足球离开我之
前，先选择告别足球。”比利
亚说道。

他还表示，“这个决定
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和一
起支持我的人们共同讨论
的。我认为我的表现出色，
为所效力的球队做出了贡
献，我认为我已经达到了我
想要的目标，退役的选择顺
从了我的内心。”

比利亚现年 38 岁，他
出道于希洪竞技，2010年
转会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在巴萨期间获得2011年欧
冠冠军，他与梅西、佩德罗
的MVP锋线组合给球迷们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
2013/14赛季，比利亚转会
马德里竞技后获得那个赛
季的西甲冠军。

迄今为止，比利亚代表
西班牙国家队出战98场，打
入59球，是斗牛士军团的队
史第一射手。在他的帮助
下，西班牙队赢得了2008年
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其
中，比利亚还在2008年将金
靴射手收入囊中。

在职业生涯末期，比利
亚于2014年转会美国纽约
FC，2018年12月加盟日本
神户胜利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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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告别“葫芦娃”再见
西班牙传奇射手

比利亚宣布赛季后退役

拍中国人的早餐，接地气那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