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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动作犯罪片《引爆者》
在北京举行了“终极审讯”首映
发布会，导演常征携主演段奕
宏、余男、成泰燊亮相。首映礼当
天，观影好评如潮，得以先睹为
快的观众纷纷表示：“《引爆者》
在国产动作犯罪片中爆出了新
高度”。

高演技大咖集结

演绎小人物精彩

在《引爆者》中，段
奕宏所饰演的男
主角赵旭东是一
名矿山炮工，在一
次突如其来的事
故中无辜被卷入
多派势力的利益
争夺中，为了求生
存，只能依靠自
己从事爆破
工作的彪

悍技能而展开绝地逃亡的故事。
相比段奕宏另一部正在上映的

《暴雪将至》，《引爆者》显得更加
炸裂，连续爆破、枪战、火爆的场
面轮番上演，还有被头戴塑料袋
暴打、铁棍剁手的血腥暴力镜头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而段奕宏一
丝不苟自制炸药的片段又是相
当过瘾。

电影《引爆者》的引人入胜
并非只有场面这么简单，强大的

演员阵容也让人拍案叫
绝。曾在多部电影中挑战
小人物的段奕宏，在《引爆
者》中又贡献了一次精彩
的表演，将一个社会底层
在绝境中为自己挣扎出一
条生存之路演绎的淋漓

尽致，和余男饰演一对
亡命恋人在逃亡路

上步步惊心却又
不离不弃也是

火 花 四 溅 ，
而面对大

bo s s成

泰燊制造的重重杀机中与之斗
智斗勇以及和王景春之间相爱
相杀的戏份同样惊喜。

段奕宏余男再合作

自曝“亲密”不尴尬

在《引爆者》中除了大量的
动作戏引人注目，余男与段奕宏
之间的感情戏也精彩十足。当段
奕宏被问到拍摄过程中是否会
尴尬，段奕宏直言 :“说实话在床
上的时候不尴尬，床下的时候尴
尬，一上床就不尴尬了”。余男则
笑言“他一拍那种戏就想法很
多，拍完各种解释，真正拍的时
候很到位”。

谈及对段奕宏的印象，余男
表示两人刚见面都是特别冷的
人，但后来发现“他是特别喜欢
开玩笑的人，特别有趣，太放松，
有时候很放肆。”段奕宏则坦白

“我是装冷的”，后来“装不下去
了”。余男受访时表示，虽然是二
度与段奕宏合作拍戏，但此次合
作却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不一
样的段奕宏”，从陌生到亲切，从
拘谨到轻松，尽管两人在现场很
少对戏，但默契程度却超乎一般。

“更多地时候聊的是吃和玩
儿，拍戏都很顺其自然。”

回顾段奕宏近几年的
作品，惊悚悬疑片似乎是他青

睐的类型。对此，段奕宏解释道，
“我长得可怕啊，所以演点惊悚
的，还能有点市场。”而对于是否
有兴趣尝试偶像剧，他反问道，

““你你觉得我长得算偶像吗？偶像
的的饭碗哪能随便就端的。”

本报综合

从国庆节就被冯小刚影
迷翘首以待的时代大片《芳
华》终于确定档期，将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映，导演冯小
刚阔别五年重回贺岁档。据片
方工作人员透露，将于下月上
映的电影《芳华》没有删减。

电影《芳华》影片由冯小
刚执导，原著作者严歌苓担任
编剧，黄轩、苗苗、钟楚曦、杨
采钰、李晓峰、王天辰、王可
如、隋源等主演，讲述了在充
满理想和激情的部队文工团，
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
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
斥变数的人生命运的故事。

影片多次受邀在国内外
电影节展映，持续收获好评。
好莱坞权威媒体《综艺》评价
称，这部电影用最纯粹、美丽、
残酷的方式讲述了人生中最
宝贵的青春年华。资深影
评人称赞冯小刚“勇气
不减，情怀满心，表现
出一位国民导演所具
有的责任感和担当”。不
少观众也表达了观影后的
青春共鸣：“从中间开始眼泪
就在眼眶里打转，这是冯小刚
最饱含深情的电影，虽然没没有有
经经历历过过那那个个时时代代，，但但那那样样的的情情
感和和情情谊却深深打动了我。”

杜嘉悦

《引爆者》：段奕宏余男上演大逃亡

公正不阿的律师杜丘
(张涵予饰)，意外卷入一宗
凶杀案，为查明真相他冒险
逃亡，期间获得神秘女子真
由美(戚薇饰)等人的帮助，
几次逃脱警方的全城追捕。
警探矢村(福山雅治饰)怀疑
凶杀案另有内情，在追捕杜
丘的过程中，虽不能完全相
信他，一兵一贼发展出一段
惺惺相惜的情谊。

追捕
主演：张涵予、福山雅治
上映：11 月 24 日

一个普通小城发生多
起拐卖儿童重案，丢失孩子
的年轻妈妈王楠独自深入
人贩子组织寻找女儿小鱼，
与此同时当地警察霍岩也
获得多起拐卖案件的犯罪
线索。影片在国外提前点映
获得较高赞誉，一举斩获第
4 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四项
大奖、第 73 届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唯一展映华语影片、
南美洲拉巴斯国际电影节
最佳华语影片等多个国内
外电影节的奖项。

你在哪
主演：景珂、樊昊仑
上映：11 月 30 日

这就是命
主演：王迅、曾志伟
上映：12 月 1 日

中年大叔孟大卫(王迅
饰 )和妻子杨晓楠 (于莎莎
饰 )婚姻出现危机，又不幸
查出膀胱癌。准备跳楼的孟
大卫，接到保险公司的推销
电话心生一计，想要在泰国
设计意外死亡给妻子留下
一笔保险赔偿款。却阴差阳
错碰上来泰国代购的龙大、
龙二，并卷入龙大、龙二和
泰国华人黑帮老大(曾志伟
饰)的交易中……

影片聚焦近几年少女
性侵案。少女小米在海边一
家旅店做临时工，碰巧成为
在旅店发生的一起案件的
唯一知情者。为了保住收入
微薄的工作，她决定保持沉
默。与此同时，被卷入案件
的小文却发现她的麻烦才
刚刚开始……

嘉年华
主演：文淇、周美君
上映：11 月 24 日

由郭德纲导演，胡力夫担任制片人，岳云鹏、吴京、吴秀波、井柏
然、林志玲、王宝强等主演的爆笑奇幻喜剧《祖宗十九代》将于2018年2
月16日（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打响狗年贺岁第一炮。近日，片方
发布了“笑傲群星”先导预告，全明星阵容掀开面纱。一众演员大鹏

（董成鹏）、吴君如、李晨、杜淳、郑恺、欧汉声、张国立、贾乃亮、张俪、
马苏、萧敬腾、汪东城、于谦、黄磊、吴樾、孙艺洲、贾玲、谢依霖、孟非、
郭麒麟、谢楠、王小利、张晨光、刘蓓、孙越等实力加盟，组成“春节最
强阵容”超前贺岁。预告片中，众星齐聚，展开“搞笑功力”大比拼，夸
张魔性的造型、捧腹爆笑的金句让影片喜感爆棚，他们之间将碰撞出
何种奇妙故事令人期待。

岳云鹏玩穿越

暴击吴京猛追林志玲

电影《祖宗十九代》讲述了
立志成为作家的贝小贝（岳云鹏
饰），因土肥圆的外貌原因在现
实中屡屡碰壁，后在不经意间找
到尘封已久的家谱，意外穿越至
各个年代，与祖先爆笑相遇，亲
自调配自己的基因。

近日片方发布的“笑傲群
星”先导预告，笑点密集，喜剧元
素丰富。小岳岳画风突变饰演天
才作家贝小贝，长发大背头的浮
夸造型让人忍俊不禁，穿越后与

各位祖宗的相遇更是爆笑不断。
不仅从天而降令吴京遭遇暴击
意外被“扑倒”，还与吴秀波饰
演的梅氏祖宗梅前途玩起脑洞
大开的巨型铁柱针灸，和祖宗
梅西望（杜淳饰）、梅幸福（欧弟
饰）的互动也笑料不断，包袱接
二连三令人目不暇接。此次，岳
云鹏更与林志玲组成史上最强
颜值反差情侣，上演精彩感情
戏。此外，于谦、刘蓓等喜剧大
拿在预告片中也贡献了诸多如

“我可是黄花大闺女”“我还木
耳大小子呢”等爆笑金句，让电
影喜感剧增。

33 位演员加盟

演员阵容迎合全龄层

早在电影拍摄期，《祖宗
十九代》就凭借明星卡司（演
员阵容）成为话题，频上热搜。
此次先导预告曝光后，网友更
是笑称“半个娱乐圈都来了”

“阵容打遍春节档无敌手”“任
何年龄段的人都能在里面找
到自己爱豆（自己喜欢的明
星）”。除了吴秀波、吴京、杜
淳、欧弟等“梅氏祖宗”外，电
影汇集了众多大咖。笑星王宝
强、大鹏搭档资深喜剧人于谦
组成“黑帮奇葩三人组”认真
搞笑；李晨则化身腹黑御医张
百顺，与小岳岳、吴秀波开撕
争宠；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井

柏然、林志玲和小岳岳在电影
中有不少同框镜头，画风极具
视觉冲击力；而郑恺、张国立、
贾乃亮、马苏、于谦、黄磊、孟
非、郭麒麟等所饰演的角色也
在预告中相继亮相，与“梅氏
家族”合体组成“合家欢阵
容”，与观众热闹过新年。

据悉，此次发布的先导预
告仅曝光了部分卡司（演员阵
容），还有多位重磅“彩蛋”尚
未亮相，全片共 33 位知名演员
强势加盟，可谓星光熠熠。随先
导预告片一起，电影同时还曝
光了一款定档海报，海报以大
红色为背景，搭配鱼、祥云等中
国传统吉祥元素，十分抓眼喜
庆，与预告片相映衬，誓将年味
进行到底。 高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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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岳云云鹏鹏在在戏戏中中猛猛追追林林志志玲玲

段段奕奕宏宏再再演演小小人人物物

《芳华》致青春
冯小刚回归贺岁档


	4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