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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逯佳琦

还记得那只来自秘鲁的呆
萌果酱熊帕丁顿吗？作为全世界
最受欢迎的卡通形象之一，它在

《帕丁顿熊》第一部中就已经俘
获了许多观众的心，如今，它随
着《帕丁顿熊2》“熊熊来袭”，上演
了新的故事。《帕丁顿熊2》已定档
12月8日全国上映，日前影片在包
括济南等地举行了提前看片会，
在《帕丁顿熊 2 》中，小熊的危机
升级以致锒铛入狱，在上演“帕
丁顿的救赎”中，英国绅士幽默
再次发力。

帕丁顿“历险”升级

谱写异乡人生存指南

在《帕丁顿熊 1 》中，小熊帕
丁顿从秘鲁来到伦敦的温莎花
园，经过了重重磨难终于与布朗
一家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与
第一部不同，小熊帕丁顿
不再是以弱者的形象等
待收留，而是开始以

“普通人”的面貌
去闯荡社会。看
片 会 现 场 有
不少观众表示
没 有 看 过 第 一
部，但也能看懂《帕
丁顿熊 2》的故事。

《帕丁顿熊2》中，帕
丁顿呆萌本色升级，走出
家门的它赚钱之路并不
一帆风顺，在做理发店
成员时因为不会
使用工具破坏
了 法 官 的 发
型、在做玻璃
清洗工时又把

自己搞得一团糟，随身带工具擦
玻璃成为习惯，看到邻居家的玻
璃脏了，在被明确告知不会得到
薪酬的前提下也会热心地帮忙
清理……所以，即使它好心办坏
事，但它却因“不仅为赚钱而工
作”的态度获得了好人缘。

在《帕丁顿熊2》中，帕丁顿绅
士风度不减，监狱中掌管食堂的
铁拳做饭难吃却没人敢吐槽，帕
丁顿礼貌的站出来提建议，并分
享了自己喜爱的果酱面包，不但
因此获得了包含铁拳在内的众
多狱友的友情，更是用美食理念

改变了监狱死气沉沉的面貌。就
像露西婶婶教给帕丁顿的那样：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很有礼貌，
那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很好”。

温情与笑点并存

犯人集体变身“火烈鸟”

《帕丁顿熊2》不同于好莱坞
式童话剧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
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仅限于迎
合儿童的故事情节也值得赞赏。

呆萌小熊萌态十足吸引了
不少观众，当看到小熊帕丁顿
把所有犯人的囚服染成粉红色
时，不少孩子忍不住大喊“像一
群火烈鸟”。休·博内威利饰演
的布朗先生表现可圈可点，一
本正经的幽默为影片制造了不
少笑点。布朗夫妇去盗贼家寻

找为帕丁顿洗刷冤屈的证据
却被盗贼抓个正着的场景

也是逗趣横生。
与第一部的相

似之处在于，《帕丁
顿熊 2 》依旧是

以家庭的概
念去展现
影 片 的

温情。在布
朗一家中，每

个人都看似是
独立个体，但遇到

危机时，一家人总是
能快速的团结在一起。
在所有故事的激情澎

湃之外，一家人配合
默契也让观

众看到
了亲情
的强大
力量。

一部电影 65000 幅油画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作为
梵高逝世127周年的纪念电影，已
斩获2017年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
节观众票选奖和2017上海电影节
最佳动画片奖。影片的制作班底
是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英国
著名动画工作室 B r e a k T h r u
Films，以众筹的形式，耗时6年之
久打造的一部纪念梵高的油画电
影。125位艺术家的精心绘制，根
据120幅梵高的原作，打造成65000
幅油画，以每秒钟12幅油画的频

次，让梵高美学成为一
场专属视觉的“流动
的盛宴”。电影画面
有着让人赞叹的

唯美，在剧情推进中，观众会看到
自己熟悉的梵高作品出现在电影
之中。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是世
界电影史上第一部全手绘油画风
格的动画长片，不同于其他人物
传记类型电影的套路，《至爱梵
高·星空之谜》的剧情不再是以梵
高本人视角出发，而是让他笔下
的人物发声。片子当中的电影人
物均来自于梵高的画作，通过他
们的视角和语言，解开“梵高之
死”的谜团。制作团队通过精心的
设计，使得电影画面与梵高的画
作尽可能接近。没有在梵高作品
中出现的画面，制作团队
则采用“闪回”

的方式呈现，黑白画面既区别了
原作，又符合当时的摄影技术。

揭秘梵高的死亡之谜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故
事是从梵高去世后一年说起。阿
尔芒从父亲手中接过梵高的一封
信，本要交给提奥，却得知提奥已
经死了，一系列问题困扰着阿尔
芒，于是他开始探寻梵高精神世
界和死亡之谜……剧本取材自
梵·高本人亲笔书写的800封信
件。同期曝光的全新概念海报，加
深了电影唯美的悬疑感。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自从
全球正式上映之后，就成为各国
电影票房及讨论话题的热门电
影。北美地区在10月底全面公映，
迅速引起观众的观影热潮，影院
除了不断加场，上映周期也将会
一直持续到明年初，为期三个月
之久。而《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在
中国的热潮也是持续高涨，自从
在年中的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获奖后，口碑一路走高持续不
衰。很多影迷对于这部全手绘的
油画动画电影，充满了极大的热
情和期待。目前《至爱梵高·星空
之谜》的豆瓣评分高达 8 . 8 分，电
影当中的片段也被做成了各种动
图，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这部
电影，绝对堪称今年内地影迷最
为期盼在大银幕上一睹风采的重
磅油画电影作品。 本报综合

主演：曼迪·摩尔、克莱尔·
霍尔特
上映：12月8日

Lisa和Kate两姐妹在墨
西哥海岸度假，她们在海底
观鲨铁笼中潜水观赏鲨鱼
时，牵连铁笼的绳子突然断
裂，观鲨笼掉落到47米深的
海底。由于所存氧气不多，
她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逃脱牢笼回到水面。而此
时，大白鲨也在她们周围游
弋着……

北京时间12月2日晚，第28
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颁出电
影传奇大奖(终身成就奖)，被
誉为日本世纪之交的实力派
演员役所广司荣获该奖项，著
名制片人张家振为其颁奖，并
宣布他即将监制新片《冰峰
暴》的男主角正是役所广司。

作为日本演艺界德艺双
馨的老戏骨，役所广司直到22
岁才踏上自己的表演征途。近
40年拍摄了110余部不同规格、
类型的作品，包括被广大中国
观众熟知的《失乐园》《艺伎回
忆录》等。多年来，役所广司凭
借丰富的表演细节迅速拓宽
戏路，获得“一人千面”的超高
赞誉，甚至有中国影迷称役所
广司为“日版陈道明”。

颁奖当晚，张家振宣布了
与役所广司的合作计划：“我
将监制由余非导演执导的犯
罪动作片《冰峰暴》，影片的男
主角，正是今天的获奖者役所
广司先生，很期待这次与他的
合作。”《冰峰暴》的故事围绕
珠峰地域展开，讲述了一位执
着于过去的登山女子，临危受
命加入了“登山界的传奇者”
带领的救援队，前往世界第一
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寻找雪崩
源头。但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
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暗
流涌动的险恶人心。因出演

《孔雀》得名，凭借《芳香之旅》
获得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
主角的国内实力派演员张静
初将参演。

作为中国首部雪山实拍
的犯罪动作片，影片预计2018
年1月中旬开机。 王文

这部年度神作你绝对不能错过

《帕丁顿熊 2》：既既温暖又搞笑日本版陈道明
将主演《冰峰暴》

鲨海

主演：乔什·布洛林、迈尔
斯·特勒
上映：12月8日

本片改编自 9·11 事件
后消防员伤亡最惨重的真
实事件 2013 年亚利桑那大
火灾。小镇消防队“花岗山
先锋队”服务于亚利桑那州
中部，队长埃里克·马什始
终充满热情，督促队员刻苦
训练……森林大火突如其
来，他们受命阻止火势蔓延
保卫家园，却阴差阳错被困
火海、命悬一线。

勇往直前

主演：涂们、王超北
上映：12月11日

老杨曾是财富激荡时
代的乍富阶层，如今已破产
多年，赋闲在家。某日他挪
用老婆的救命手术费让子
女们忍无可忍，一出儿子绑
架老子的荒诞闹剧上演，老
杨怒其不念养育之恩，把不
孝子告上法庭……这出现
代家庭闹剧以悲剧收场。

主演：林允、陈柏霖、张云龙
上映：12月8日

王小禾（林允饰）父母
早逝，在大城市打工筹钱准
备上大学。她暗恋上了青年
才俊郑天乐（张云龙饰）。一
日，小禾把因故晕倒的天乐
送进医院，并被郑家人误认
为是天乐未婚妻。小禾将错
就错，以未婚妻的身份继续
在医院照顾天乐，却遭到郑
家大哥郑天筹（陈柏霖饰）
的种种怀疑……

假如王子睡着了

备受中国影迷期待的年
度神作《Loving Vincent》正式
更名为《至爱梵高·星空之
谜》将于12月8日上映，加入
年末档期的票房大战，成为
同档期电影当中最具实力的
一匹票房黑马。作为世界第
一部全手绘油画电影，《至爱
梵高·星空之谜》的魅力从年
初拉开神秘面纱，到年中在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问鼎
最佳动画电影大奖以来，赢
尽各界口碑，一直是中国影
迷热议的焦点。影片堪称
2017 年度重磅神作。观
众早就翘首以待，
有网友还直言“必
须要去电影院刷
十遍”。

老兽

《《至至爱爱梵梵高高··星星空空之之谜谜》》画画面面精精美美

《《帕帕丁丁顿顿熊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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