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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于明年3月4日揭
晓的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
的各项选片活动已全面展
开。日前，最佳外语片奖项
已完成初选。今年有破纪
录的92部影片送选，近日
宣布了由九部影片构成的
大名单，中国内地送选的
影片《战狼2》、香港地区送
选的《一念无明》以及台湾
地区送选的《日常对话》，
悉数落选。

就电影公司方面来
看，九部入选大名单的影
片中，由索尼经典影业负
责北美发行的占据三席，
包括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
剧本奖的智利影片《普通
女人》、荣获威尼斯电影节
评审团大奖的以色列影片

《狐步舞》和戛纳电影节评
审团奖的俄罗斯影片《无
爱可诉》。木兰花影业也有
两部作品入围，它们是曾
在戛纳拿到最佳女主角奖
的德国影片《凭空而来》和
摘得戛纳金棕榈的瑞典影
片《广场》。

这九部影片将于明年
1 月初在好莱坞、伦敦、纽
约等地进行专场放映，邀
请分布各地的奥斯卡评委
观摩投票，从中选出最终
入围的五部候选影片，并
于 1 月 23 日公布名单。

程晓筠

《战狼 2》
落选奥斯卡

迪士尼收购成功
将影响亚洲市场

今年的贺岁档照例
1 2月开场，依旧不缺少大腕

导演压阵，到目前为止，已有50余
部中外影片加入贺岁档。

乘着这股东风，2017年中国电影票
房有望突破550亿元。其中，打响贺岁档头
炮的《芳华》表现不俗，《奇门遁甲》本以为
能靠提档赢得先机，却还是被《芳华》拉开
了距离。而在本周，《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妖猫传》《解忧杂货店》等贺岁片也接

连上映，接下来的 2018 年 1 月、2 月
更是好片不断，今年的贺岁档，

真是“硝烟弥漫”，竞争相
当激烈。

票房争夺已打响

陈凯歌成龙亮剑

上周末，2017 年度
贺岁档正式开锣，冯小
刚的《芳华》和徐克的

《奇门遁甲》正面遭遇。
三天下来，“创意无限”
的徐克却没能占到便宜，
反倒是《芳华》收获赞誉
一片，票房飘红。周末两
天，在两部影片排片占比
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芳
华》收获 2 . 1 亿票房，总票
房突破 3 亿。而反观《奇门遁
甲》，周日当天的 5300 万票房
尚不及《芳华》一半。

本周开始，《妖猫传》《心理
罪之城市之光》《机器之血》将于
12 月 22 日亮相，《解忧杂货店》《前
任 3 ：再见前任》《二代妖精》等将在
12 月 29 日同天亮相，涵盖了历史奇
幻、悬疑、动作、治愈、搞笑各种类型。成
龙的新片《机器之血》是贺岁档唯一一部

“动作＋科幻”的影片，成龙在新片中将未来科
技、冒险、悬疑、动作、喜剧等元素组合到一起，影
片的许多枪战、爆破场面也都全部采用实拍。

此外，今年贺岁档还有一个特点是老将回归，王者
较量，冯小刚、徐克、陈凯歌等知名导演的回归让大家对贺
岁档电影充满期待。其中，陈凯歌自《道士下山》后一直未有新
作，大众对其耗费6年时间打造的这部《妖猫传》的期待可想而知。
媒体人、影评人张小姐就表示：“感觉这个12月真好，有很多老导演的
电影可以看。还是老导演们把我们当回事儿，知道我们是爱电影的影迷。
至少他们的电影我们放心看。”

十十多多部部国国产产片片扎扎堆堆

数量不多品质取胜

《无问西东》被看好

相比12月末各类型大片争相
上映，距离春节二十多天的贺岁档
显得有些安静，但几部将在2018年
1月上映的贺岁电影实力仍然不容
小觑，既有一线演员保驾护航的大
片《无问西东》《英雄本色2018》《谜
巢》，还有看着颇有“黑马之姿”的
黑色幽默动画长片《大世界》。1月
份的贺岁电影尽管数量不多，但以
品质取胜的可能性很大。

早在丁晟导演筹拍《英雄本色
2018》之时，该片已获得极高的关

注度。演员阵容有王凯、马天宇、王
大陆、吴樾……虽说有了老版的珠
玉在前，老港片的黄金时代一去不
返，可总归还有一批港片迷愿意走
进电影院一探究竟。再加上导演丁
晟凭借《解救吾先生》获得了良好
口碑，成片仍可以谨慎期待。

另一部影片《谜巢》属合拍片，
由李冰冰、凯南·鲁兹、吴尊联袂主
演。生物学博士、救人、打怪……这
些电影元素很容易让中国观众联
想好莱坞大片。本片导演金波·兰
道，本身是一个特效导演，再配上
国际知名的特效公司，制作出来的
画面效果确实有保证。从预告片里

看，《谜巢》无
论是画面色调，还是各
种特效都非常不错。

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
张震、陈楚生主演，李芳芳编剧、
导演的电影《无问西东》，近日宣
布定档 1 月 12 日，这部暌违五年
的电影终于重返贺岁档。不说别
的，光看演员阵容，已然值回票价。
而同天上映的动画长片《大世界》，
来头同样不小，作为内地首部获得
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电影，导演
刘健花费三年时间，坚持一人完成
整部动画的编剧、导演、剪辑、配
音、音乐等工作。

老面孔扎堆献续集

梁朝伟王宝强笑闹新春

明年 2 月的竞争里，还是几张
老面孔。郑保瑞、许诚毅、陈思诚曾
凭借《大闹天宫》、《捉妖记》、《唐人
街探案 2 》入驻“十亿票房俱乐
部”。而他们几位在明年大年初一
将带着《西游记之女儿国》、《捉妖
记 2 》、《唐人街探案 2 》与观众见
面。巧合的是，全部是续集作品。

曾经，《唐人街探案》可谓是广
受好评，今年贺岁档，陈思诚携着
原班人马打造的《唐人街探案 2 》

回归。从目前流出的预告基本可以
看出，《唐人街探案 2》主要拍摄地
在纽约。“唐人街第一侦探组合”唐
仁、秦风从泰国曼谷转战美国纽
约，将再次展开探案之旅。

“西游专业户”郑保瑞已经拍
了很多西游相关的电影了。今年，
由赵丽颖、冯绍峰等人主演的《西
游记之女儿国》也没有错过贺岁
档。西游记国王与唐僧间的情感纠
葛将被怎样塑造，让人颇为期待。

还记得 2015 年那只长的像萝
卜的可爱小妖胡巴吗？今年，它又
要和观众见面了。在预告片中，除

了更强大的明星阵容，也曝光了更
多的妖和更丰富的场景，可谓实现
了“全面升级”。《捉妖记 2》中最让
人期待的，非梁朝伟颠覆性出演喜
剧莫属，《捉妖记》第一部曾捧得国
产票房冠军的宝座，而贺岁档这块
大蛋糕，《捉妖记 2》能不能分得最
大一块，还要看电影质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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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12月22日

机器之血 12月22日

妖猫传 12 月 22 日

妖铃铃 12 月 29 日

解忧杂货店 12月29日

二代妖精 12月29日

前任3：再见前任 12月29日

无问西东 2018年1月12日

大世界 2018年1月12日

卧底巨星 2018年1月12日

英雄本色2018 2018年1月18日

谜巢 2018年1月19日

泡芙小姐 2018年2月9日

捉妖记2 2018年2月16日

唐人街探案2 2018年2月16日

西游记女儿国 2018年2月16日

红海行动 2018年2月16日

闺蜜 2 2018 年 2 月 16 日

营救汪星人 2018 年 2 月 16 日

贺岁档影片
上映时间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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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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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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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迪士尼与
福克斯的惊天大交易正
式尘埃落定。除了很多影
迷关注的“X战警和漫威
电影宇宙有望交叉”“《阿
凡达》归了迪士尼”，好莱
坞的版图真的有望永久
改换了。此次收购，交易
总额超过 520 亿美元，迪
士尼也将大力扩展流媒
体服务，与 Netflix 展开更
激烈的竞争。

外媒认为，完成合并
之后的迪士尼不仅会是
美国娱乐圈的一个庞然
大物，更会在亚洲拥有非
常巨大的影响力和统治
力。迪士尼在亚洲市场的
影响力远胜福克斯。迪士
尼旗下漫威、皮克斯和卢
卡斯影业制作的商业大
片长期以来在亚洲地区
都深受喜爱，亚洲观众对
于注重动作戏、主打奇幻
元素的大制作商业片青
睐有加，而迪士尼电影的
合家欢元素和中国市场
也是“天作之合”。加上拓
展开发良好的周边产品
业务、大获成功的上海迪
士尼乐园，迪士尼在中国
的策略要比福克斯有效
的多，逻辑上来说公司合
并之后也会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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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捉妖妖记记22

唐唐人人街街探探案案22捉捉妖妖记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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