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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聚集了不少大导演，但
今年贺岁档的宣传战却显得有
点低调。事实上 2018 年春节档
大片云集，目前已经有《捉妖记
2》《西游记女儿国》《唐人街探案
2 》《祖宗十九代》等多部大片宣
布将于大年初一上映，春节档的
雏形已经显现。遗憾的是，往年
雄霸春节档的周星驰今年却没
有任何作品。

周星驰退出

老对手《西游记》“偷着乐”

《西游降魔篇》、《美人鱼》以
及《西游伏妖篇》，周星驰近年的
三部作品都锁定春节档，并且所
向披靡。而 2018 年的春节档，周

星驰却要缺席了。
周星驰“退出”，老对手《西

游记》可要偷着乐了。隔年就会
在大银幕与观众来一次“约会”
的《西游记》系列，在 2018 年春
节档如约而至，这一次的故事讲
到了“女儿国”。和其他电影相
比，春节档老主顾《西游记女儿
国》相当高调。距离上映还有两
个月，宣传就已经早早启动，从
主题曲到预告片持续放出，保持
热度。

《西游记女儿国》在冯绍峰、
郭富城、小沈阳、罗仲谦师徒四
人的主演阵容不变的基础上，本
集加入了不少女演员。赵丽颖、
林志玲、梁咏琪、刘涛等各类型
女神都来了。而唐僧和女儿国国
王的感情戏份到底如何设置，是
这一集的最大悬念。作为《西游
记》系列最热门的故事之一，“女
儿国”段落的吸引力对比之前的

“大闹天宫”以及“三打白骨精”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此前两
次春节档积累的人气，《西游记
女儿国》的受众群相当稳定。

新人抢地盘

口碑续作高调进军

近几年春节档票房爆棚，大

有取代贺岁档之势。有趣的是，
2018 年春节档的“新军”，多是有
口碑的续集之作。近日，陈思诚
的《唐人街探案 2 》大展宣传攻
势，对外公布自己抢定“大年初
一”。这次的《唐人街探案 2》，陈
思诚把视角从泰国搬到纽约。

近日，导演陈思诚接受记者
采访时透露，这一集依然会延续

“喜剧+推理”的风格，但无论在
动作场面上还是故事上，都比第
一部更加宏大。演员方面，日本
明星妻夫木聪等国际演员的加
盟，将与王宝强、刘昊然、肖央等
中国侦探一起开启世界名侦探
大赛。

和《唐人街探案 2》相似，另
一部春节档电影也是续集之作，
这就是《捉妖记 2》。《捉妖记 2》
由井柏然和白百合继续出演，再
加上梁朝伟、李宇春等多位大咖
加盟，本身合家欢的题材也是春
节档的优势，前作 24 . 4 亿元的票
房，让更多人对《捉妖记 2》倍加
期待。

主旋律延续

“也门撤侨”搬上大荧幕

在第五届中英电影节上，中
国影片《湄公河行动》《战狼 2 》

分别获得两项大奖，成为本次电
影节的最大赢家。《湄公河行动》
和《战狼2》的成功充分表明，主
旋律商业大片也能在市场上取
得成功，走出国门，影响世界。近
日，聚焦海外撤侨的《红海行动》
正式定档2018年大年初一，主旋
律电影再战大荧幕。

《红海行动》由张涵予、张
译、杜江、黄景瑜、海清等联袂
主演，《湄公河行动》原班人马
坐镇，五亿投资为电影制作全
面升级，是中国首部现代化海
军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红海行动》
的导演林超贤此前执导了《湄公
河行动》，它在去年国庆档上映，
并最终取得了接近 12 亿元的票
房。《红海行动》根据“也门撤侨”
真实事件改编，可以看作是《湄
公河行动》的升级版，投资额从
原本的 2 亿上升到 5 亿。《湄公
河行动》中警方的抓捕行动，也
在《红海行动》中变为更大规模
的海外撤侨。

《红海行动》再加上《捉妖记
2》《西游记女儿国》《唐人街探案
2》《祖宗十九代》，光是大片就已
经有了 5 部，就目前的形势来
看，今年春节档的惨烈程度必将
超越去年，还不排除有其他电影
会继续宣布在大年初一上映，哪
几部电影能最终突出重围，值得
期待。 本报综合

近日，第 75 届美国电影电
视金球奖公布入围名单，本届
颁奖季的热门影视作品和影
视工作者们几乎都得到金球
奖认证。在今年威尼斯国际电
影节上斩获金狮大奖的《水形
物语》,入围最佳剧情类电影、
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类女主角
等在内的 7 项提名，领跑提名
名单。

由斯皮尔伯格执导 ,梅丽
尔·斯特里普、汤姆·汉克斯等
主演的《华盛顿邮报》以及犯
罪喜剧《三块广告牌》并列 6 项
提名紧随其后。除此之外，《敦
刻尔克》、《请以你的名字呼唤
我》、《逃出绝命镇》、《伯德小
姐》、《金钱世界》、《寻梦环游
记》等颁奖季热门片在列。

令人惊喜的是，接替凯
文·史派西出演《金钱世界》的
克里斯托弗·普卢默，获得了
今年金球奖的最佳男配角提
名，今年剧情类影帝之争将尤
其激烈。

据悉，NBC 的主持人塞
斯·梅耶斯有望主持本届美国
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礼，本
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于 2018
年 1 月 7 日在贝弗利山希尔顿
酒店举行。 本报综合

第 75 届金球奖
公布入围名单

在几次吊人胃口的预告前
瞻后，近日，侏罗纪系列电影新
篇章《侏罗纪世界 2 》终于发布
了全球首支预告。整体看来，第
二部的场面更加恢弘，恐龙种类
更多元，侏罗纪公园面临火山喷
发的灭顶之灾，男主角克里斯·
帕拉特带领一个救援小队紧急
疏散恐龙。据悉，影片定档于明
年 6 月 22 日北美上映，国内有
望引进。

“恐龙与人类原本相隔 6500
万年，如今还有什么是大家可以
期待的？”导演科林·特莱沃若将
这个问题提上了议程。特莱沃若
透露，主创团队在最初的故事设
定阶段就开始为续集埋下伏笔，
票房表现的成功也赋予了他们
延展故事的空间与机会。

比起上一部《侏罗纪世界》，
这次在特效制作上更加豪华，恐
龙种类也更多。

预告片中一段旁白揭示了
故事内涵：“生命是不受束缚的，
生命是自由的，生命会为自己找
到出路”。在特莱沃若看来，《侏
罗纪世界 2 》与前作完全不同，

“不仅仅是规模，我们需要对故
事的整体升级。这一次不是为了
向观众展现更多凶猛的恐龙，而
是以此为起点探讨人与恐龙之
间的关系。” 小万

《侏罗纪世界 2》
不再单纯展现恐龙 由陈凯歌执导的古装贺

岁奇幻电影《妖猫传》将于 12
月 22 日全国上映，该电影集合
了黄轩、染谷将太、张雨绮、秦
昊等众多实力演员。近日，电
影再曝一支黄轩幕后恸哭特
辑，视频中黄轩为达到导演所
要情绪，长时间过于激动，沉
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双眼红
肿，神情恍惚地瘫坐在片场，
让人心疼。

经过调整，黄轩再次挑战
这场戏，一条即过，连陈凯歌
也有点小骄傲向工作人员炫
耀“你说我选他选的对吧”。对
于《妖猫传》中白乐天这一角
色，陈凯歌坦言在他的设想
里，白乐天应该是一个疯子，
有时候暴躁，有时候又很孩子
气，所以在表现人物性格时也
比较趋向多元化。黄轩自己也
表示很爱这个角色，因为白乐
天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以
能够理解他敏感的神经质。同
时白乐天又是一个天真的孩
子，对一切充满好奇，非常痴
情，执拗于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拍摄时很享受这个过程。

电影《妖猫传》讲述了盛
唐时期一段奇幻的凄美史诗。
癫狂诗人白乐天与仰慕大唐
风采的僧人空海相遇长安，却
意外触发了横跨三十年、有关
王朝兴衰的惊天之秘。 张辽

黄轩演艺术家
入戏太深哭到瘫倒

由邓超、阮经天、刘诗诗、
文淇主演的犯罪动作巨制《心
理罪之城市之光》已宣布定档
12月22日。近日，片方发布了4支
“连环案件”版预告，高度还原
《心理罪》系列小说最后一部
《城市之光》中的四大案件———
校园体罚案、逆子弃母案、酒驾
害人案、老人碰瓷案，将一场高
智商的连环凶杀案展现在观众
面前。

邓超阮经天疯魔入戏

《城市之光》在剧情上与小
说前作相隔十年之久，主要人
物与故事都有全面升级。主角
方木从大学生成长为历经世
事、成熟老练的警察。最初方木
白发略显颓废的造型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热议。

前期筹备讨论中，邓超在
研习剧本深入揣摩角色心理以
及警局实习体验之后，提出过
很多有亮点又不失细节的建
议。方木经历过太多案件见过
太多人性的恶，白发造型设计
更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他的内
心——— 坚守正义却有着百般无
奈，同时具备“天才”和“疯子”
的特质，真正演活了原著中的
方木。

出演方木劲敌江亚的阮经
天，为了能够完美诠释江亚，不
仅研究了大量经典犯罪题材小
说、电影，还查阅了大量真实杀
手资料。

阮经天在现场穿上戏服
之后瞬间气质巨变，连工作
人员都躲着他走，为了培养
片中江亚对方木的仇恨，私
下里他甚至不跟邓超等主演
一起吃饭，阮经天曾开玩笑
说：“等戏都杀青了我们才有
了 联 系 方 式 ，平 时 都 不 说
话。”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全景式还原原著精髓

预告片对原著情节的全景
式还原收获了网友的好评，作
为“中国第一犯罪IP”，电影从
筹备到上映历时近 5 年，邓超
曾感慨：“这是挺难改编的一个
小说，因为太精彩了。”导演徐
纪周在看完《城市之光》原著后
备受震撼，夜不能寐了很久，并
默默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不
管付出怎样的努力，我一定要
拿到一定要拍”。当愿景终于实
现时，导演对电影拍摄自然是
要求严苛。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著
的人物关系、故事结构、情境氛

围，徐纪周不仅请来作者雷米
全程把关，对于电影品质的追
求更是到了一种几乎偏执的程
度。拍摄中即便是几乎可忽略
不计的一个细节点，他也会反
复打磨直到完美，连道具用的
尸体都是1：1还原。对于这种匠
人精神，雷米颇受打动：“他对
细节把控的完美程度要求是非
常高的，在我看来他可以说是
一个疯狂的导演”。

本报综合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邓邓超超苦苦破破连连环环凶凶杀杀案案

22001188春春节节档档现现雏雏形形

每每一一部部都都““来来头头不不小小””

冯绍峰饰演唐僧

《红海行动》主演海报

邓超饰演高智商警察

黄黄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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