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不住的新片
纷纷改档期

今年春节档之后，国产电
影只在暑期档爆出了《战狼
2》，五一档虽然也有几部各具
特色的片子公映，但市场反响
实在一般。国庆档历来兵家必
争，而今年与中秋节假期重
叠，连休8天也是创造票房佳
绩的好时机。

多部国产片扎堆，也有打
不起就躲的玩家，比如由陈意
涵、薛凯琪和张钧甯主演的电
影《闺蜜2：无二不作》，这已经
是它第二次宣布延期上映，先
是从8月4日推迟到10月1日，
而今再次推迟，这难免让人认
为这片子自觉竞争力有限，与
其成炮灰，那不如择日再战。

《降魔传》是王晶参与执
导的片子，既然《追龙》强势超
前试映并占据29日的档期，为
了避免左右互搏，《降魔传》改
期很正路。

在几部撤档的片子里，最
让人关注的是邓超主演的《心
理罪之城市之光》。原本定于9
月30日公映的《心理罪之城市
之光》在9月19日发布撤档公
告，表示“因故无法如期公
映”。这部电影由邓超、阮经
天、刘诗诗主演，改编自小说

《心理罪》，的确是部阵容和题
材都有一定粉丝基础的IP电
影。根据猫眼电影专业版数
据，目前电影的想看人数已超
12万，对比这些国庆档的重磅
电影也不输人气。而《心理罪
之城市之光》的原著小说尺度
就有些大，毕竟涉及犯罪推理
和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这样也
不难推测《心理罪之城市之
光》临时撤档原因很可能是还
在努力过审中。

其他上映时间的改动还
包括：李晨自导自演的《天空
猎》从9月30日提前至29日18
点上片，《羞羞的铁拳》则定在
9月30日7点公映。 本报综合

一大波电影就要开始在国庆档的厮杀了。就在激战快要开启之际，《芳
华》、《心理罪之城市之光》、《闺蜜 2：无二不作》和《降魔传》等片撤退了！仍

在坚守的片子，大大小小总计至少还有 14 部！感觉一大批观众恨不
得住在电影院了呢！在雷打不动的国庆档片子里，涵盖喜剧爱情、战
争动作、悬疑犯罪等等类型，而且其中明星大腕加盟的影片也不在
少数。

《芳华》是由冯小刚执导，
关注度一直很高，却在临近上
映时，撤出国庆档，撤档原因也
未知；《英伦对决》由成龙和

“ 007 ”皮尔斯·布鲁斯南参演，
成龙这一把年纪真是勤快；《追
龙》则由刘德华和甄子丹主演，
据说王晶“痛改前非”了；《缝纫
机乐队》是大鹏继《煎饼侠》后
执导的又一作品；李晨自导自
演加上范冰冰主演的《空天
猎》，既是近期大热的战争题
材，又有二人的婚恋做噱头；

《羞羞的铁拳》则是开心麻花出
品的第三部电影，马丽、艾伦和
沈腾这些熟悉的面孔会再次出
现在大银幕上。那么问题来了：
还坚守阵地的几部片子品相如
何？哪些值得掏钱花时间看呢？
综合台前幕后消息，记者来给
你提个醒吧。

《英伦对决》“改造”成龙
上映日期：2017 年 9 月 30 日

推荐指数：★★★

对于大部分导演而言，成
龙出现在他们的电影里，也许
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历经四
十余年的银幕锤炼，杂耍喜剧
和功夫的完美融合，成龙的风
格，早已成熟，并且行销全世
界。近几年，只要是成龙主演的
电影，观众永远都会用票房证
明——— —— 这个年过六旬的动作
明星，他的动作喜剧仍未过时。

所以，马丁·坎贝尔在
《英伦对决》中对成龙的

“改造”，是个惊喜。
笑闹了大半辈

子，偶尔

严肃起来的成龙，并不露怯。
没错，当一个“苍老的成

龙”在旷野中，在丛林里，奔跑
摔倒，冷雨中瑟瑟发抖，不停推
着自己的小货车来尝试恢复自
己已然老迈的身体，某个瞬间，
所长想起了《洛奇》中的史泰
龙。如果你想看一个不一样的
成龙，《英伦对决》可以满足你。
当然，成龙最终还是会赢的。他
依旧可以干掉许多比他凶狠的
年轻人，各位不要错过结尾的
激战。

《追龙》王晶发奋
上映日期：2017 年 9 月 30 日
推荐指数：★★★

《追龙》的演员阵容同样豪
华强大，刘德华、甄子丹主演，
还有姜皓文、郑则仕、黄日华等
等不输主角的配角加盟。虽然
最近几年王晶执导的作品都有
些一言难尽，但是这次还真是
稍稍认真了一回。

据介绍，《追龙》首次将“跛
豪”、“雷洛”的故事凝为一体，
讲述一代毒枭“跛豪”白手起
家，玩命上位后深得“五亿探
长”雷洛的赏识，两人惺惺相
惜，一路扶持，两手遮天，最终
坐拥金钱亿万，共同谱写并见
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最
黑暗时期的一段史诗性传奇。

王晶导演难得及格一回，
也是值得欣喜的事吧。

《极致追击》“王子”出动
上映日期：2017 年 9 月 30 日

推荐指数：★★★

由“精灵王子”奥兰多·布
鲁姆、吴磊、任达华、昆凌、熊黛
林、梁静等主演的《极致追击》
也将在 9 月 30 日上映。精灵王

子变身在上海生活的前特
工，三石弟弟则是位

呆萌技术宅，加
上 昆 凌 和

熊 黛

林，至少颜值是绝对有保证了。
《极致追击》全程在上海取

景，主要讲述了前 SAS 特工丹
尼(奥兰多饰)携手大哥马赫(任
达华饰)、科技天才叮当(吴磊饰)
和叛逆打女婕婕(昆凌饰)，力组
S.M.A.R.T. 安保小队，在一天之
内的一次看似简单的任务中，
与其背后的神秘力量斗智斗勇
的惊险历程。

奥兰多除了出演大家熟知
的《指环王》中的“精灵王子”,
还曾主演《加勒比海盗》等大
片。对于此次拍摄《极致追击》,
他介绍称 ,这是自己第一次出
演这么特别的动作片 ,第一次
演一个“硬汉”,饰演一位身经
百战的退役特工 ,因为爱情远
渡中国 ,成为当地顶级安保专
家。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他还专
门练了中国功夫 ,许多惊险的
戏份也亲自上阵 ,也第一次尝
试金色的发色。

《羞羞的铁拳》麻花练拳
上映日期：2017 年 9 月 30 日

推荐指数：★★★

作为开心麻花出品的第三
部电影，《羞羞的铁拳》召回了
当初《夏洛特烦恼》的主演阵
容——— —— 马丽、艾伦和沈腾。虽
然片名依旧让人忍不住吐槽，
在心里说：“小拳拳捶你胸口”。
但是开心麻花的招牌在那里放
着，喜剧故事依旧让人期待。

马丽不再和沈腾组CP而是
化身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
而艾伦饰演的打假拳的艾迪生
和马丽意外互换身体，相互坑
害的两人麻烦不断，预告片中
就已经是笑料不断，最终两人
在沈腾饰演的“卷莲门”副掌门
张茱萸的指点下，向恶势力挥
起了羞羞的铁拳，揭开了拳坛
黑幕。

开心麻花一向长于制造笑
料，但是如何在性别错乱的老
套路中嵌入新“笑”果，将话剧

转化成为观众接受的电影语
言，这次又是否有新的

进步？
本报综合

《一念无明》角逐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董
事局按照“美国电影学院”角
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选
片准则，决定推荐由黄进执
导，曾志伟、余文乐、金燕玲、
方皓玟等主演之电影《一念无
明》，代表香港角逐“第90届奥
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据知，最后入围的4部影
片包括《追龙》、《摆渡人》、《七
月与安生》及《一念无明》，后
者最终获选出代表香港参加
角逐。

《一念无明》自3月上映以
来，除了先后入围多个国际电
影节，包括为唯一港产电影入
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导演黄
进更加勇夺金像金马最佳新
导演及金燕玲为其双料最佳
女配角。黄进表示：“收到这个
消息很开心。在此再郑重感谢
各位参与的主创成员、工作人
员，以及无论是创作又好，发
行也好等各个岗位的每一位
同事，也很感谢几位我十分敬
佩的主演。”而金燕铃则表示
能够参与演出《一念无明》是
她的荣幸，这个消息非常鼓舞
人心。 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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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也有的看：

国产动画值得期待

《昆塔：反转星球》、《大熊
猫传奇》等四部动画电影也加
入国庆档期中。

其中，《昆塔：反转星球》被
评价具有国际化语境，完全按
照好莱坞标准制作，是国内少
有的原创 3D 科幻热血动画电
影。作为系列作品的第二部，

《昆塔：反转星球》全面升级，不
论是炫目迷人的视觉效果、宏
大的世界观设定，还是国产动
画难得一见的角色深度，堪称
中国动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
作。导演将故事设定在遥远的
开普勒星球，这里曾经遍布一
种叫卡拉萝的植物，这种植物
被地球人当做能源原料采伐，
整个星球荒芜黯淡。主角菠菜
为了找到传说中仅存的卡拉萝
母树（母树通过释放孢子繁
殖），历经磨难，了解到勇气的
意义，也让所有人得到了心灵
的救赎。动物复合机甲、特殊能
源飞行器、反转星球的黑科
技……这部电影里有太多值得
讨论的名词，足以让科幻迷心
痒不已！该片将于 10 月 1 日正
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影片主创团队历时 4 年精
心打造了全新的故事，同时，影
片在创作上突破传统风格，打
造国内首部 3D 热血科幻动画
电影。大量真实 3D 自然场景
和高新技术为观众带来视觉盛
宴！场面恢弘，令人震撼。希望
观众可以全家总动员，体验一
场勇敢的奇妙探险。

《大熊猫传奇》同样是部值
得鼓励的国产原创动画电影。
十一档期，国产动画电影也不
失为全家一起进入电影院的一
种选择。

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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