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探飞机头》剧照

娜塔莉·波特曼，拥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知性、淡雅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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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波特曼：智慧与美貌兼具

观众最乐意的电影形式就是喜剧了，谁不
愿意让电影逗乐自己呢？喜剧的形式有很多
种，但对于大多数影迷来说，他们根本不介意这
些，介意的是电影的台词是不是幽默，表演是不
是逗人，结构是不是巧妙，有这些就足够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剧作家
和电影导演希望通过喜剧松弛观众的神经，缓
解他们的压力，舒缓他们的节奏，带给他们更
多的愉悦和享受；当然，喜剧带来高票房高收
益的情况也很多。喜剧佳片有不少，这里分两
期推荐20部，都经过精挑细选，可以肯定的
是，看了以后你肯定会傻笑不已。

1、《虎口脱险》。法国电影，导演热拉尔·
乌里的好作品都是喜剧，包括《疯狂的贵族》、
《雅各布教士历险记》等。本片两位主演分别
是法国著名谐星路易·德·菲耐斯和布尔维尔，
他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影坛最炙手可
热的喜剧明星。

二战期间，英国一架飞机在执行轰炸任务
中被德军击中，几名英国士兵被迫跳伞逃生，
约在土耳其浴室见面。他们分别降落在德军
占领区的不同地点，大胡子中队长雷金纳德被
动物园管理员所救，另外两名士兵分别在油漆
匠奥古斯特和乐队指挥斯塔尼斯拉斯的帮助
下隐藏。德军展开了全城的搜索，油漆匠、指
挥和中队长还是在浴室顺利地会面，几个原本
并不认识的人，就这样结成了生死同盟，他们
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抵抗强大的德军，与敌人展
开了斗智斗勇的生死游戏。当然在这个过程
中，既险象环生，也滑稽搞笑。

之所以将本片隆重推荐，是因为这部电影
在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四五十岁的人几乎都看
过。电影笑料很多，而且安排合理，对阶层矛
盾，异国文化的冲突也进行了善意的捕捉，加
上两位主角非常出色的表演，至今很多影迷仍
然津津乐道。

2、《热情似火》。导演比利·怀尔德出生
于波兰，一生拿到6座奥斯卡小金人，名下的
佳作数不胜数，包括《日落大道》、《公寓春光》、
《七年之痒》、《控方证人》、《倒扣的王牌》、《龙
凤配》、《双重保险》等，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
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和柏林电影节终生成就
奖。本片主角杰克·莱蒙是历史上集戛纳、柏
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和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的第一人，著名作品包括《桃色公寓》、《失踪》、
《拯救老虎》和《罗伯茨先生》；另一名主角托
尼·柯蒂斯在二战期间曾是潜艇兵，退伍后成
为舞台剧演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好莱坞当
家小生，主演过《空中飞人》、《成功的滋味》、
《七海霸王》、《挣脱锁链》、《越狱惊魂》等名
片。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女主角是玛丽莲·梦
露，被评为影迷心中最伟大的性感女神，曾出
演过《夜闹人未静》、《慧星美人》、《愿嫁金龟
婿》、《游龙戏凤》等片。

上世纪三十年代，动荡的芝加哥时常被强
盗集团骚扰。乔和杰瑞本是乐团成员，因偶然
目睹盗匪史巴克的手下在车库内射杀告密者
而被穷追不舍。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男扮女装
加入一女性乐团，并随该团来到迈阿密。该团
中有位名叫秀珈的性感女郎，乔知悉她一心想
钓有钱人时，便假装自己是石油公司老板的公
子，企图得到她的芳心；杰瑞也喜欢秀珈，但有
个富翁却以为他是女生，对他纠缠不休。不
久，乔和杰瑞又遇史巴克一伙，只得再次逃
亡。逃亡路上尴尬不断，冲突不断，惹出来一

连串笑料。
本片被评为好莱坞历史百佳之一，曾获得

多项奥斯卡提名。电影将禁酒时代的匪党争斗
戏剧化，三位主演表现都极为出色，片中男扮女
装的巧妙设计，不仅让两位男主角展现了精湛
演技，亦成为颠覆性别意识的时代先驱；台词精
挑细琢妙语连珠，是历史最佳喜剧片之一。

3、《神探飞机头》。导演汤姆·沙迪亚克
喜剧作品不少，和金·凯瑞合作的几部让人印
象深刻。本片主演金·凯瑞成名于电视节目，
出演过无数经典喜剧，包括《变相怪杰》、《阿呆
与阿瓜》、《一个头两个大》，还曾主演了《楚门
的世界》；他将生活的真实感融入喜剧表演中，
令幽默诙谐之中充满了一种讽刺嘲笑的内涵，
堪称近20年来最出色的喜剧明星。

威龙是一位专与动物打交道的宠物侦探，
主要工作就是帮人寻找丢失的宠物。在橄榄球
大赛即将来临时，迈阿密海豚队的吉祥物——
海豚“雪花”遭到了绑架，这无疑会大大影响到
队员们的士气。无奈之下，球队经济人麦提莎
小姐找到了他，请他帮助寻找失去的海豚。威
龙用自己的方式对事件展开了调查，虽然期间
笑料不断，时时受到女警官艾露丝的阻挠，但也
找到了很多线索，麦提莎小姐也逐渐被他的风
趣与机敏所打动，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就在王
牌侦查工作慢慢接近事实真相的时候，海豚队
的另一个经纪人普罗杰在家中跳楼自杀，队员
马连奴又被绑架了，好不容易锁定的犯罪嫌疑
人也神秘失踪了，案情愈发扑朔迷离。

电影从头到尾笑点不断，追求剧情是不是
合理对观众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可以
看到金·凯瑞的表演。他的面部神经发达，能
做出只有卡通人物才能做到的橡皮脸动作，肢
体语言更加鬼怪精灵、异想天开，表演甚至超
出了人类极限，带着自己特有的标签，让其他
喜剧明星无法模仿。

4、《四十岁的老处男》。导演贾德·阿帕图
开创了一种男性间友谊的新喜剧类型，进入21
世纪后，拍过很多喜剧佳作，
包括《太坏了》、《一夜大肚》
等；由于他经常使用固定的
演员和编剧，甚至在好莱坞
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阿帕图
党”。男主角史蒂夫·卡瑞尔
是著名喜剧演员，曾主演过
《冒牌天神》、《家有仙妻》等
片，特殊的嗓音给他的喜剧
增添了别样的风格。

40岁的安迪性格单纯
收入丰厚，喜欢的东西都有
点孩子气：漫画书、玩具、英
雄模型。有一次，他和狐朋
狗友聊天中无意透露自己还
是处男，让这些朋友着急了，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介
绍一个女孩子让他尽快摆脱
处男身。可是事情总是会出
差错，每次约会安迪都出洋
相。他偶然间遇到了带着三
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翠西，两
人很快堕入爱河，就在他的
朋友们准备祝贺安迪将脱离
处男生涯的时候，安迪却告
诉他们，自己和曾经感情很
受伤的翠西达成了“无性恋

爱”的协议……
性喜剧往往会失控，偏向色情，但本片只是

将性喜剧作为外壳，内核却是一个老男人寻找真
爱的故事，格调由此提升。电影色调明快，对白
自然，观影感觉愉悦；本片票房超过2亿美元，是
近年少有的喜剧佳作。

5、《三傻大闹宝莱坞》。印度电影，导演
拉吉库马尔·希拉尼在印度家喻户晓，以喜剧
片见长，名下有《我滴个神啊》、《黑帮大佬和平
梦》等。主角阿米尔·汗的《摔跤吧！爸爸》、
《神秘巨星》以及本片让他在中国拥有无数拥
趸，近年来开始向导演方向发展。

法兰、拉杜与兰乔是印度皇家工程学院的
学生，三人既是室友也是好友。在以严格著称
的学院里，兰乔总是名列前茅，其他两人虽然用
功，却成绩平平。每当他人在无助、错误或者是
生活即将步入歧途的时候，兰乔总是会出现帮
助，但他的存在得罪了校长“病毒”。兰乔质疑
校长的教学方法，鼓动法兰和拉杜去追寻理想，
劝说校长的二女儿离开浑身铜臭味的未婚夫；
他的特立独行引起了模范学生“消音器”的不
满，两人约定十年后看谁的生活方式更能取得
成功。十年之后，“消音器”已是成功人士，他带
着法兰和拉杜寻找兰乔，结局会是如何？

本片剧情紧凑，风格搞笑，上映后红遍亚
洲。虽说是喜剧，但导演却用了幽默讽刺的手
法来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如自杀、贫富差距、拜
金主义、填鸭式教育等等，影片均透过不同情
节进行嘲讽和批判；同时电影探讨了人生的意
义，无数笑料之外也包含真挚情感。

6、《上帝也疯狂1、2》。本片由南非和博
茨瓦纳出品。主演历苏是纳米比亚布希曼人，
是一名原生态的荒野农夫，参演本片后爆红；
后被邀请至香港，参与拍摄了港片《非洲和
尚》、《香港也疯狂》和《非洲超人》。

广袤的非洲大陆，现代文明与原始社会和
谐共存。卡拉哈里沙漠腹地生活着仍未受到
外来文明影响的布希曼人，他们刀耕火种，狩

猎农作，过着与世无争、敬畏自然的平静生
活。某天，飞机上丢弃的一个可乐瓶打乱了他
们一成不变的日子。最先发现瓶子的基将其
带回部落，族人惊叹可乐瓶子的完美构造和繁
多的用途，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可
是兴奋的心情很快为别样的情绪所取代，习惯
了平等共有的族人开始想要将瓶子据为己有，
矛盾悄然而生。基不愿看到族人发生争吵殴
斗，决定将可乐瓶还给上帝，只为恢复曾经平
静快乐的生活……

基的两个孩子无意中爬上偷猎野生动物
的西方人的卡车；来非洲作演讲的女博士和美
国军人乘小飞机欣赏大自然的各种风情，但归
途中遇狂风而陷落大草原中心；女博士先后巧
遇寻找孩子的土著爸爸和两名纠缠不清的游
击队员；基在寻找孩子的途中搭救了昏倒在沙
漠里的男博士；偷猎者的卡车因为罗盘针损坏
折回原路……这样土著居民和前来游历的美
国人，偷猎奸商和当地两派敌对士兵，戏剧化
地集中到了一起。最终，女博士和男博士得以
飞回演讲会，敌对士兵化敌为友一个回古巴一
个留在基地，偷猎奸商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基
欣喜万分地找回了失散的姐弟。

刀耕火种的荒蛮遇到了来自现代文明的
可乐瓶，引出了一个荒诞不经却又让人忍俊不
禁的故事，其实导演想阐述的是每一种文明都
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应得到尊
重。历苏的表演让人惊叹，不加修饰的自然状
态让观众在欢笑之余被深深打动。续集在秉
承了第一部幽默风格的同时，内容上更加温
情，甚至加入了国与国间的战争思考，所营造
的笑点与感动更为出色。

7、《道菲尔太太》。主演罗宾·威廉斯曾
以《心灵捕手》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并两获
最佳男主角提名；名下作品甚多，包括《死亡诗
社》、《天涯沦落两心知》、《早安，越南》和《胡克
船长》等，2014年因抑郁症自杀。

希拉德因与同事产生摩擦而辞掉了配音员
的工作，在家里陪三个孩子开心地玩耍。可是
妻子米兰达却不愿意丈夫如此不争气，决定与
他离婚；因为没有工作，希拉德也失去了孩子们
的抚养权。他对孩子们无比思念，突发奇想扮
成一位老太太，给自己起名道菲尔，应聘为妻子
家的佣人。不懂家务的他闹出很多笑话，却无
形之中为米兰达减轻了负担，孩子们也开始依
赖这名“老太太”。米兰达有了新恋情，“老太太”
开始暗中捣乱；米兰达生日当天，拉希德需要以
真实身份和“道菲尔太太”两种身份周旋于电视
台主管与米兰达之间，这使得他狼狈不堪——
拉希德能否赢回米兰达的芳心？

罗宾·威廉斯的表演惊艳世人，他的女装扮
相被评为奥斯卡史上最出色的女性扮相之一。
电影融入了许多笑点，也饱含了失去孩子的丈
夫对家庭的浓浓情感，既让人欢笑，也很催泪。

8、《小鬼当家1、2》。主演麦考利·卡尔金10
岁和12岁时分别主演了本片第一和第二部，并凭
借第一部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出演电

影中蟊贼之一的是大名鼎鼎的乔·佩西，曾因《愤怒
的公牛》和《好家伙》两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圣诞节快到了，凯文全家忙着外出欢度假
期，不料忙中出错，将8岁的他留在了家里。爸爸
妈妈急坏了，可是他们身在外地，大雪又影响了
航班，一时无可奈何。凯文却乐坏了，他将家里
布置成了自己的游乐场。两个刚出狱的蟊贼将
目光瞄向了凯文家，孰料凯文的游乐场机关重
重，和两个蟊贼玩起了游戏，弄出了一堆笑料。

又到了圣诞节，全家人准备去佛罗里达享
受假期，这一次爸爸妈妈当然不会再忘记带上
凯文了。不过爸爸妈妈还是那么粗心，虽然没
把他留在家里，却在登机时将他遗忘在机场，凯
文还阴错阳差地登上了去纽约的航班。更糟糕
的是，他竟然遇上了上一集在他家里被他修理
得很惨的那两个笨蟊贼，这两个贼也发现了凯
文，他们当然希望一雪前耻；于是，凯文的战场
从家里搬到了中央公园和玩具反斗城……

第二部质量稍逊，但仍然不失出色。电影
的构思相当巧妙，虽然有太多夸张成分，可是
善与恶的冲突，加上孩子的天真烂漫古灵精
怪，不仅孩子们喜欢看，连成年人也相当喜
欢。两部电影的总票房超过了4亿美元，在当
时轰动异常；因为电影效果极好，此后不少公
司相继推出了类似电影，但反响都很一般。

9、《修女也疯狂》。主演乌比·戈德堡出
生于曼哈顿的底层社会，在戏剧学校毕业后，
出演了斯皮尔伯格的《紫色》并获得奥斯卡提
名，自此成为好莱坞一线；后凭《人鬼情未了》
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目前在美国担任电视
节目主持人，曾主持过奥斯卡颁奖典礼。

夜总会歌手迪劳丽丝因目睹一桩谋杀被黑帮
追杀，为逃脱杀手追击求助于警方；警方将她安排
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修女院。可是修女院
沉寂冷清的生活令好动的迪劳丽丝难以忍受，遂
趁人不备跑出去唱歌跳舞，院长担心她出事，将她
安排到唱诗班里，她又嫌唱诗班的歌难听，于是决
定动手改造；在做弥撒时，唱诗班高唱起流行歌曲，
好在歌词改成了赞美天主。不经意的改变受到了
教友们的热烈欢迎，并引来教宗专程前来欣赏。
如此新闻吸引了电视台采访，可是电视曝光以后，
黑帮也找到了她，她只得再次逃命……

这是一部出色的喜剧，对众多经典老歌的
重新填词，也增添了不少“笑”果。乌比·戈德
堡很好地驾驭了角色，而且将节奏把握得相当
出色；她的善良、粗俗、活泼让一个死气沉沉的
修道院变得生机勃勃。导演着力营造电影的
柔情气氛，将黑社会分子杀人灭口、阴狠毒辣
的行为也做了幽默处理，这些黑帮分子在影片
中不仅表现得笨拙，而且近乎可爱。

10、《你丫闭嘴》。导演弗朗西斯·韦贝尔
以喜剧见长，《麻烦先生》、《下岗风波》、《难兄
难弟》以及《客人变成猪》都是他的作品。两位
主演热拉尔·德帕迪约和让·雷诺堪称法国影
坛双子星，前者的作品包括《最后一班地铁》、
《绿卡》、《大鼻子情圣》、《欲望巴黎》、《36总
局》等，后者则有《这个杀手不太冷》、《暗流》、
《碧海蓝天》和《情定巴黎》等片。

铁蛋是个话痨，与人聊天不分时间、场合
和对象，也因此没有朋友，在监狱里一个接一
个的换着室友，直到他遇到总也不说话的杀手
卢比。铁蛋唠叨，但卢比却不介意不生气，因
为他脑子里总在策划越狱。卢比的越狱计划
天衣无缝，但没料到却被铁蛋死死粘住，两个
人一起逃了出去。卢比还有为女友复仇的计
划，但铁蛋只想和卢比做朋友，开餐馆为生。
一个喋喋不休，一个要让对方闭嘴，两个人在
逃亡的途中，冲突不断笑料不断。

铁蛋的表演更让人捧腹，这个永远微笑的
缺心眼让观众叹为观止，既显示了德帕迪约的
宽阔戏路，也显示了导演的独特匠心。电影两
个人物的刻画都相当丰满，而且节奏非常出
色，推出的笑点恰到好处。稍显不足的是两个
人的情感交流实在不够，卢比的冷淡，铁蛋没
来由对他的信任和亲近，都显得有点生硬；但
对于一部以搞笑为目的的电影来说，已经算不
上是致命缺点了。 赵叶舟

喜欢看到你傻笑的样子喜欢看到你傻笑的样子
2020部喜剧电影推荐部喜剧电影推荐（（上上））

吕克·贝松开始并没想要娜塔莉·波特曼出
演《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那个小女孩的角色，他
对助理导演说小女孩不错，可是太小了。但当时
13岁的娜塔莉·波特曼不甘心，或许在这样的年
龄没人敢像她那样做：她去找了吕克·贝松，非要
再试一次镜；于是，她成功地拿到了“玛蒂尔达”
这个角色。一个数字可以说明娜塔莉·波特曼的
不容易，那一次试镜的女孩子有2000多人。

1981年出生的娜塔莉·波特曼已经是两个孩
子的妈妈，她最近一部电影是传记片《第一夫
人》，票房不怎么样，评价也一般，但对于她扮演
的杰奎琳·肯尼迪却一致好评：她就是这样一个
人，从来不会让观众和导演失望，从来都是那个
最出彩的人；是的，从来都是。

从小，娜塔莉和别的孩子就不大一样。作为
家里的独生女，她3岁就随父母搬到了纽约，开始
学习舞蹈，11岁被星探发现，邀请她做儿童模特，
但她拒绝了，因为她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做演
员：“我知道我要什么，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其实她拿到吕克·贝松的剧本的时候，也差点
没演成。她对《纽约时报》记者回忆说：读了剧本
后我对父亲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东西；但我父
亲说孩子不适合演这种电影。我很沮丧，但非常

坚决地表示，我想去演，你不能毁
了我的一生。

尽管《这个杀手不太冷》1994
年刚上映时很多媒体给出差评，但
随着DVD的发行，渐渐被影迷奉
为经典，尤其是波特曼饰演的早熟
女孩更是圈粉无数。但一夜爆红
也带来副作用，因为不少影迷给她
写信，只是为了满足性幻想，这让
她害怕和不安，父母也觉得她应该
进名牌大学去学习。

学习对于娜塔莉·波特曼来说
从来不是难事。电影《社交网络》
里描述Facebook创办之初在哈

佛校园有多火时，曾有这样一段台词：“在这个培
养出19位诺贝尔奖得主、15位普利策奖得主、两
位未来的奥运冠军和一位电影明星的校园里，马
克·扎克伯格是最热门的话题主角。”这里的电影
明星指的正是娜塔莉·波特曼。

从小学到高中，波特曼的门门成绩都是A。
高中时她就读于纽约长岛一所公立学校，那里的
女生拿着名牌包、烫着直发，而她却凭借一篇名
为“演示糖的氧气酶制法的简易方法”的论文入
围英特尔科学奖半决赛，这个拥有69年历史的比
赛被认为是美国难度最高的高中生科学竞赛，历
届获奖选手中有7人获得诺贝尔奖。凭借高中时
期优异的成绩，波特曼同时收到耶鲁和哈佛的录
取通知书，最终她选择了哈佛。生活里的娜塔
莉·波特曼拥有150的智商，还精通英语、法语、
日语、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6种语言。

她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后多次表示，自己之所
以变得“比较优秀”是受日本人的影响。有一次，
她和朋友去日本吃寿司，惊讶于怎么会有人把米
饭做得这么好吃，同时也纳闷于为什么店里只有
6个座位。当地的朋友和她解释，日本所有最棒
的店都不大，他们追求的不是数量，而是在至善
至美中追求一种快乐。

这让她非常有感悟。对于拍戏，波特曼也选
择自己热爱的角色，她很早就对自己有一个定
位：做个聪明的女人，而不是愚蠢的电影明星。
15岁时，她拒绝了《洛丽塔》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邀请，决定出演话剧《安妮·弗兰克日记》，兼顾
学业的同时，她把剩下的时间都献给了这部舞台
剧，每次演出结束后，她都需要用一小时来谢幕。

《V字仇杀队》中，波特曼饰演一位自由主义斗
士，她不仅剃光了头发，还学习了所有有关自由战
士的知识；为拍《戈雅之灵》，她研究艺术史，连续四
个月每天研读戈雅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书。她
希望由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而不被票房或名声绑
架；她将梅丽尔·斯特里普奉为精神力量，“谁都不
会介意她是不是太老，因为大家都想看她继续演
戏；我也不愿做靠姿色出名的女演员。”

2010年的《黑天鹅》是波特曼演艺事业的转
折点，在片中她饰演了一位野心勃勃的芭蕾舞演
员。虽然自幼学舞，但离角色需要还差很多，为此
她不得不提前半年准备，每天进行至少5个小时的
芭蕾舞和游泳训练。最终，观众不仅看到大银幕
上波特曼翩翩起舞，还看到这个角色内心性格的
挣扎与分裂，在次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她凭借
该片毫无悬念地斩获了最佳女主角奖。

《黑天鹅》除了让波特曼捧回奥斯卡小金人，还
让她收获了爱情。电影拍摄期间，她与编舞师本杰
明·米派德擦出了爱情火花；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挺
着大肚的波特曼在最佳女主角的获奖感言中特别
提到了本杰明：“他给予了我最美妙的爱情，感谢他
带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4个月后，她生下了
儿子Aleph，去年又生下了女儿Amalia；生下
Aleph后的第二年，她和米派德在一个小镇结婚
了，结婚的时候，这个每部片酬达2000万美元的女
人，甚至都没为自己买一件新衣服。

还有件事情值得提一下，2015年她34岁的
时候，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
在片中她坚持用希伯来语致敬她出生的地方
——因为她是一名犹太人。 宋渝沁

《道菲尔太太》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