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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庞锦燕） 时隔
31年，86版《英雄本色》以4K修复
版的形式于上周五重映。记者在猫眼
专业版看到，截至昨天下午 5 点，
《英雄本色》修复版的全国总票房为
2130万元，日票房超过了《暴雪将
至》《恐袭波士顿》等新片。

近几年以各种名义重回观众视野
的老电影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票房表
现呈两极分化。就现有的票房看，
《英雄本色》 修复版的表现中规中
矩。此前，院线重映的好莱坞老电影
票房比国产老电影高出不少。好莱坞
经典《泰坦尼克号3D》《2012》《侏
罗纪公园》重映一度引发观众观影热
潮，分别在国内拿下9.46亿元、1.3
亿元、3.49亿元票房。反观国产老片
的重映市场，《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1.7亿元的票房已是最高。大多
数老片重映只落得院线几日游的下
场。最惨的是《倩女幽魂》和《新龙
门客栈》，重映总票房分别只有280
万元和610万元左右。

《英雄本色》发行方影联传媒相关
工作人员透露，按照现有的票房，该片
修复版暂时还没有回本。“老电影重映
的成本挺高，除了修复成本，还有宣发
成本。修复工作挺复杂，包括画质修
复和声音修复，画质修复包括胶片清
洗、补帧、调色、去抖、去痕等。”他透
露，《英雄本色》修复版上映的意义更
多的是侠义情怀和致敬经典，最主要
的用意，还是为11月24日即将上映
的吴宇森作品《追捕》预热。

记者还留意到，由丁晟导演，
王大陆、王凯、马天宇领衔主演的
《英雄本色 2018》 已定档明年 1月
18日。导演丁晟曾表示，拍摄《英
雄本色 2018》 更多是向吴宇森致
敬，但这部现代版并非简单的致敬
式“翻拍”。

《蒙面唱将》 年度盛典播
后，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消
愁》的原唱毛不易坐在房间的床
上，满脸笑意地看着电视里“我
是大魔王”的演唱。阿鲁阿卓本
人也忍不住转了一条微博，因为

“有种两人隔空呼应的感觉”。她
坦言，在此之前根本没想到，只
是跟导演组商量着唱了一首自己
喜欢的歌，反响却那么好。

观众对阿鲁阿卓好奇，不仅
因为《消愁》，还因为“我是大魔
王”的昵称。其实，导演组为她
设计这个名号的时候，是希望她
的压轴出场能够震慑全场。

接受采访时，阿鲁阿卓讲到了
一件趣事，第一季《蒙面唱将》播出
的时候，“很多观众觉得阿凡达妹
妹（谭晶）应该是我……”她还透
露，甚至有细心的网友比较了她们
两人的耳朵，才终于认定那并不是
阿鲁阿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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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 《蒙面唱将猜猜猜》前晚播出年度盛典，
压轴出场的“我是大魔王”阿鲁阿卓以一曲《消愁》
突围而出，她的演唱也成了这首破10亿点击歌曲的第
一个女声版。天籁般的嗓音听得观众如醉如痴，以至
于有人发出“为什么这么晚才出场”的嗔怪。昨天，
阿鲁阿卓接受了全国媒体的微信群访，关于外界对她
的误读，以及未来的路，她都一一作答。

作为青歌赛、金钟奖的金
奖得主，央视春晚、元宵晚会的
常客，阿鲁阿卓的名字在圈内
早已如雷贯耳。她还唱过《芈月
传》的片尾曲《西风》，正在热播
的《急诊科医生》片头曲《在你
身旁》也由她发声。天使般的容
貌加上天籁般的歌喉，使她被
誉为“站在民族和流行两座山
巅的歌者”。

而之前，因为少数民族的
身份，加上曾演唱过《映山红》
之类的民歌，阿鲁阿卓总被误
以为是民歌手。她向记者解
释：“一直学的都是流行唱法，
只不过我是少数民族，会用一
些原生态的声音混在里边，然
后演唱一些民族性的歌曲，但
我真的不是一个民歌手。”这也
是为什么在《蒙面唱将2》的舞
台上，阿鲁阿卓会选择那样的
面具，她希望用枝桠繁茂的面

具完全遮挡她的脸，摆脱歌迷
对她固有的印象，只凭歌声去
感受她的声音。

揭面之后，阿鲁阿卓这块
“宝”算是被发掘了，于是有观
众在网上留言：“这样的表现，
不上《我是歌手》太可惜了。”对
此，阿鲁阿卓也有些兴奋：“很
想参加。我要参加《我是歌手》
的话，一定得好好准备一下。”

说到未来，阿鲁阿卓表示会
走更多元的路，她不排斥跟任何
类型的音乐人合作。采访中她
也表达了对大张伟的喜爱，“很
喜欢他的音乐，而且我能感觉到
他的那种灵感和对音乐的感觉，
他太聪明了。”至于曲风，摇滚、
民谣、抒情……她都乐意尝试，

“我觉得作为歌手，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演唱，以及真正能够给观
众留下多少作品，这才是永恒
的。” 记者 楼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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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也有流行歌手
没想到
《消愁》反响这么好

《蒙面唱将》收官
阿鲁阿卓压轴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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