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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

春节档是全年电影档期里最
大的一块“蛋糕”,今年春节大年
初一有超过十部电影上映，热闹
非凡，但从上映电影的类型来分
析，今年春节上映的国产片类型
更加多元，不仅有阵容强大的续
集，还有略显小众的文艺爱情片，
喜剧片也玩出了新花样。

续集电影占尽先机

“西游题材”在近些年的春节
档连续大卖说明了这个特殊档期
对熟悉的“品牌”是有特别的认知
度的。狗年大年初一上映的国产
片中，至少有三部是续集：《捉妖
记 2 》、《唐人街探案 2 》和《西游
记之女儿国》。《捉妖记 2》紧接上
一集的故事，胡巴再度被妖王追
杀。除了白百何、井柏然等原班人
马回归，还有梁朝伟、大鹏、柳岩、
黄磊等众多新伙伴的加盟。

同样在 2015 年，电影《唐人
街探案》投入 8000 万元，最终收
获了 8 . 24 亿元，成为票房黑马。

《唐人街探案 2 》延续“喜剧+推
理”的风格，这次八国名侦探聚集
纽约，展开一场世界名侦探大赛。
陈思诚说，多国侦探大赛这个创
意和自己要打造“唐探”系列的想
法有关：“国内现代侦探形象一直
缺失。所以这次特别提出了一个
世界名侦探概念的设想，就是想

做 出 中 国
人专属的神探

形象，打造一个‘唐
探宇宙’。”

动作文艺分一杯羹

电影《红海行动》是林超贤继
《湄公河行动》之后的又一部现实
题材动作大片。影片根据“也门撤

侨”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由张译、
黄景瑜、海清、杜江等共同出演。
尽管一直担心演员会受伤，但林
超贤依然坚持用尽量真实的场
景、真实的动作：“这次《红海行
动》我是把它当成我的最后一部
电影去拍的，把我想的东西、喜欢
的东西都放进去，所以到时候你
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场面都有。”

《遇见你真好》是顾长卫首次
尝试拍摄青春爱情题材电影，由
白客、蓝盈莹、张海宇、周楚濋、曹
骏等主演。被问起为什么拍这部
电影会有风格上的转型，顾长卫
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被贴上“转
身”、“转型”这样的标签：“每一次
创作，我都是怀着在这个环境和
时代下生活而对周围的人和故事
产生的由衷的情感和感触去做
的。不管是过去做摄影师还是后
来做导演，我都是真诚热情地去
面对观众。”

喜剧增加新亮点

喜剧是不会缺席任何一个档
期的电影类型。除了《捉妖记 2 》
之外，档期里还有至少两部喜剧
电影———《营救汪星人》和《祖宗
十九代》。其中，《祖宗十九代》是
传统喜剧类型片，而《营救汪星
人》则加入了时下流行的萌宠元
素，成为一大亮点。

电影《营救汪星人》由梁婷执
导，成毅、文松、球球、天佑等演员
以及片中十余只各类品种的“萌
犬演员”共同出演。该片讲述了退
役警犬训练员与他的神犬搭档，
破获奇案营救汪星人的冒险故
事。导演梁婷称：“这部电影最难
的地方是，我们是一部群狗戏，群
狗、萌娃、飞车、动作、公路、喜剧，
这个类型里面最难拍摄的都让我
遇上了。”对于春节档这个档期选
择，梁婷表示，作为一部萌宠动作
公路合家欢喜剧电影，又恰逢狗
年，没有比这个时间还要合适的
上映档期。

本报综合

续集凶猛类型多元

今今年年春春节节档档花花样样不不少少

奇幻电影《阿修罗》近日在
京举行首场发布会，吴磊、梁家
辉、刘嘉玲、明道、张艺上等主演
亮相，梁家辉、刘嘉玲都表示这
是自己从艺多年以来最难演的
电影。

《阿修罗》监制兼制片人杨
真鉴坦言，这个题材将“天界”

“阿修罗”“人界”“魔兽界”“饿灵
界”“炼狱界”六界呈现给观众。
此次曝光的角色海报和先导预
告片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头”阿
修罗王亮相，这三个头分别是吴
磊饰演的洞察之头、梁家辉饰演
的欲望之头、刘嘉玲饰演的谋略
之头。三位主演表示这次“三头
合体”的表演最难，演员的神情、
动作、光影等均要同步，对表演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男主角吴磊一人分饰两角，
扮演了人界牧羊少年如意以及
阿修罗王的洞察之头，“他在人
间是非常平凡的小孩子，后来发
现身上背负其他命运，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角色，阿修罗世界是欲
望的极致世界，刚进去有点不适
应,但也大开了眼界”。

这部电影是吴磊第一次和
演员前辈梁家辉、刘嘉玲合作，
他也笑称在片场每天都像考试，
感觉压力很大，但是两位前辈对
自己非常好、非常照顾，还教给
他很多表演的东西。

梁家辉也表示这是自己从
影以来最难演的角色，因为三个
人同一个身体，动作要一致。梁
家辉称在片场最照顾自己的是
吴磊，称赞吴磊虽然年纪轻但演
出经验很多，还透露吴磊给自己
买了保暖内衣。 梁晓雯

《无问西东》上映后，口碑开
始一点点发酵，王敏佳被公认是
最出彩的角色之一。现在来看，

《无问西东》和《一代宗师》拍摄
时间相隔不久，宫二、王敏佳都
成了章子怡诠释过的最有份量
感的人物——— 她们都经历了一
番歇斯底里的磨砺，才终于放下
对过往的执念，活出新的自我。
日前，章子怡接受记者采访，临
近不惑之年的章子怡和我们谈
了谈她演艺生涯的跌宕起伏，也
谈到了自己对演员这一职业的
独特感受。

做演员无关名气大小

记者：听说你是最早加盟
《无问西东》的演员之一，最初它
是怎么打动你的，是因为喜欢王
敏佳这个角色吗？

章子怡：不喜欢的角色我不
会接，一旦决定去演，都会百分
之一万地用情也好，用劲也好，
都会把自己榨干，每一次都是这
样子。每一次接的角色也都是心
力憔悴的那种，没有什么角色是
太容易的。

记者：影片中，王敏佳被群
众批斗的那场戏很震撼，但不是
每个女演员都能接受自己担任
这样的角色。你为什么愿意去演
这样的戏？

章子怡：当你做演员的时
候，你就是纯粹的演员，所以无
关你的名气大小，无关你的所谓

“地位”两个字，这在有血有肉的
角色面前是最不重要的。所以我
看到角色，我被她打动，我就愿
意去感受她。这就是一个最简单
的初衷。

记者：有了名望和地位以
后，是什么让你一直保持着不断
向上的进取心？

章子怡：不同的是，小的时
候你会很紧张，你会很恐惧，因
为你没有自信。现在呢，我有了
这份笃定，但是我还是很尊重导
演，因为他坐在那，他是我这一
个片段的导演，我就要听他的。

不服输的劲跟李安有关

记者：你觉得你的成功跟不
服输的心气有关吗？

章子怡：最初可能就是不想
让导演失望吧，就是导演给了你
机会，然后你希望可以做到最
好，但你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
对于演员来说，最好就是导演
说，“可以了，过了”，但也未必有
的时候导演觉得好了。

记者：现在呢，这种心气还
在吗？

章子怡：你知道，在一段时
间里面，你形成了一种习惯，然
后你成长的轨迹就延续了这种
习惯，就慢慢地一步一步在走。
我觉得跟当年李安导演的教训
是有关系的。

记者：你说过当年李安导演
在训练你的时候，还在继续面试
其他女演员，让你很受打击。

章子怡：任何一个人碰到相
同的情况都会很受打击，我给你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你是一个白领，好像你得到了现
在这个职务，但同时你又看到很
多人来面试同样的一个位置，你
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是一种打击。

记者：如果现在再见面，李
安应该对你很放心了。

章子怡：后来我们有过多次
（碰面）的场合，有一年我在跟他
做评审，导演有来，就是远远地
他就把双手张开了。我当时写过
一个微博，我特别感动，我就觉
得我们俩之间是有美好回忆和
故事的。也许我跟李安导演见
面，我们什么都不用说，我们只
要把自己的双臂打开，所有的曾
经的故事和记忆，还有我们的情
感，就在这个双臂里面，就特别
美好。 本报综合

《阿修罗》
未映先“烧脑” 章子怡：每次演戏都要把自己榨干

移动迷宫 3：
死亡解药

主演：迪伦·奥布莱恩、托马
斯·桑斯特
上映：1月26日

托马斯（迪伦·奥布莱
恩饰）率领的林间斗士在经
历了迷宫逃脱和末日丧尸
的生死考验后，终于迎来最
后的正邪较量。“我们花了
三年试图逃到墙外去。而现
在我们要翻回墙内。”托马
斯率领的林间斗士将重回
故地，誓要揭开WICKED

（邪恶的）人类实验计划的
真相……

半个月亮

主演：乌日根、周镯仪
上映：1月26日

影片讲述了心理学硕
士毕业归国的吉米，因为长
久以来与母亲的不和放弃
公司事务跑去江门散心，在
江门偶遇了一对困境中的
卖唱父女——— 月亮与她患
有精神疾病的父亲。

月亮已经到了上学的
年纪，然而她为了照顾父亲
不想去福利院，吉米看到后
主动承担起照顾月亮爸爸
的重任，月亮才开心地去往
福利院，在照顾月亮父亲的
过程中，吉米也渐渐感受了
母亲对自己的爱，在吉米的
照顾下，月亮父亲的病也渐
渐好转起来。而后又带出了
一串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是哪吒

上映：1月27日
影片取材自封神演义

的部分故事，主要讲述哪吒
从一个顽劣少年蜕变成一
个富有正义感且勇于献身
的少年英雄的成长过程。本
片以人龙战争为背景，再现
封神演义中哪吒闹海、哪吒
重生等经典桥段……章章子子怡怡在在《《无无问问西西东东》》中中饰饰演演王王敏敏佳佳

《《西西游游记记之之女女儿儿国国》》大大年年初初一一上上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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