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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

年前贺岁档：动静挺大票房少

隔记者 逯佳琦

由吴有音导演兼编剧 ,赵又
廷、杨子姗主演的电影《南极之
恋》将于 2 月 2 日全国公映，1 月
26 日，片方在济南举办看片会，
记者提前观看了该影片，并现场
感受了爱情片的“另一种打开方
式”。在这部电影中，吴有音导演
把青年男女的爱情上升到了信念
和生命的高度，甜蜜中带着沉痛。
除此之外，赵又廷和杨子珊继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后
“再续前缘”，把绝境中的爱情
演绎的苦中有甜也是这部电影
的亮点。

赵又廷杨子珊再合作

“空气求婚”让观众泪崩

《南极之恋》讲述了赵又廷
饰演的婚庆公司土豪老板吴富
春和杨子珊饰演的高冷学者荆
如意在前往南极考察时遇到了
空难，两人流落到了南极洲的无
人区，用75天的生命倒计时在绝
境中自救的故事。赵又廷和杨子
珊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后再度合作，共同演绎了一段凄
美的绝恋。

在以往的灾难片中，绝境面
前红旗飘扬，而《极光之恋》则选
择了由平凡情侣去展现正能量
的信念。影片中，吴富春和荆如
意一个是身穿皮草的没文化土
豪，一个是学识渊博的浪漫学者,
两人在一次次面对绝境和死亡
的过程中，从互相“嫌弃”到相依

为命。值得一提的是，赵又廷在
影片中再现了“整容般演技”：做

“土豪”时演技浮夸敢从死人身
上偷美金，坚韧求生时胡子拉碴
又让人倍感心疼。尽管两人的爱
情最终以悲剧收场，但杨子珊倚
门远眺等待赵又廷归来、赵又廷
用“空气戒指”向病重的杨子珊

“云求婚”等场景让现场不少观
众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同时却
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与其他的爱情片相比，《极
光之恋》无疑是沉重压抑的，“我
宁愿死在路上！”这是吴富春的坚
持,也是荆如意的希望,更是打动观
众的信念。当吴富春离“家”去寻
找科考队时，观众们屏气凝神等
待奇迹的出现，当吴富春一无所
获归来时，观众们对他们的失落
也感同身受，“心情大起大落，太
揪心了”、“到最后我都快绝望
了”……现场不少观众给出了自
己观影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极地风情十足

“南极演员”助推故事发展

在《南极之恋》中，赵又廷、
杨子珊的求生之路意外频出，赵

又廷更是把掉冰窟、得雪盲症、
陷冰裂缝等倒霉事儿都经历了
一遍。有观众表示，看《南极之
恋》一个难以忽略的感受就是

“冷”，当荧幕上的赵又廷逆风而
行面目僵硬时，现场不少观众下
意识的拉紧了自己的领口。

影片用大景别展现了南极
洲的景观，在辽阔的视野中，呼啸
的白毛风、崩塌的雪山、一望无际
的雪原冰川等南极洲特有的自然
现象接连出现，给观众呈现了一
部“纪录片”式的风景大片。

让观众直呼“惊喜”的是，憨
态可掬的企鹅和海豹也作为“特
殊演员”出演了这部电影，不论
是赵又廷数次偶遇的那只“不会
指路”的海豹，还是杨子珊执意
要养的那只呆萌的企鹅，都给压
抑的故事增添了不少轻松愉悦
的元素。影片中，由于物资紧张，
赵又廷不给企鹅喂鱼被企鹅啄
屁股的场景让观众笑出了声，在
极夜来临前赵又廷终于在企鹅
的带领下找到科考队的情节暗
含深意：在大自然的力量前，人
类渺小的如一粒尘埃，善待大自
然，或许会收获意外的回赠。

盲·道

莫斯科陷落

金龟子

主演：刘纯燕、张磊
上映：2月2日

金龟子生活在一所珍
稀昆虫研究中心“人造丛
林”的虫箱里，过着简单快
乐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一只外来
的蜻蜓——— 水哥打破了虫
箱里的这份平静……水哥
向金龟子描述了虫箱外的
世界，金龟子心向往之，它
决定挣脱虫箱的束缚，外出
探险……

《南极之恋》：赵又廷上演“云求婚”

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军事
动作电影《红海行动》发布了“追
求极致”版幕后特辑。影片拍摄
过程中的种种艰辛都在本片中
以数字的形式得以呈现：每天200
分钟体能训练、超过800分钟的军
姿训练，单人装备总重超3 0公
斤，负重行军200公里……滚动的
数字真实再现了主演们在拍摄
中的玩命训练，以及导演和剧组
为追求高品质影片而付出的汗
水和努力。

饰演“蛟龙小队”副队长的
杜江透露，电影开拍前，剧组有
两位非常专业的教官对主创们
进行枪械动作方面的特训。教官
们要求极其严格，在训练中只要
犯一点点小错误，都会遭到“体
罚”！不过杜江也坦言这是教官
希望他们在开拍前就强化枪械
安全意识，对枪械使用形成最标
准的下意识动作。

据悉，《《红海行动》已正式开
启特惠预售，“轰隆隆”地步入春
节档征程！而在此前，为了让全
国观众有更好的视听体验，影片
出品方博纳也宣布这部气势恢
宏的现代海军题材巨制将加入
IMAX 3D 阵营。 马泽望

《红海行动》搏命拍摄

杜江称出错会被罚

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不少导演都选择在过年前这段“贺岁黄金档”亮出杀手锏。然
而，在众多影片当中，也有一些作品因为模式老套、质量不佳，上映之后市场反响冷淡。对此，
业内人士指出，眼下的电影市场口碑为王，如果作品本身质量不行，则再多的营销套路、大明
星加盟都只是徒劳。

主演：李杨、杜函梦
上映：2 月 2 日

盲人小女孩晶晶（杜函
梦饰）一直在以郭伟（胡明
饰）为头目的犯罪团伙控制
下在街头乞讨赚钱。突然有
一天，她在地铁通道里遇到
了假扮盲人的流浪汉赵亮

（李杨饰）。赵亮暂时收留了
晶晶，并带晶晶去派出所报
案，但派出所无法查找到晶
晶的户籍信息，赵亮只能带
着晶晶继续东躲西藏，但最
终犯罪团伙还是找到了他
们，并以晶晶“监护人”的身
份把她带走，为了解救晶
晶，赵亮踏上了一场未知的
行程……

主演：伊琳娜·斯达森保
姆、林奈·穆罕默托夫
上映：2 月 2 日

影片讲述的是一艘外
星飞船在迫降的过程中给
莫斯科造成毁灭性危机的
故事，随着一场灾难袭城、
摧毁一切的灭世浩劫从天
而降，外星生物与人类的
生死之战也就此展开……

现状 电影没亮点缺话题

尽管拥有李冰冰、吴尊这样
的大牌，但电影《谜巢》上映后却
几乎悄无声息，票房为4700多万
元。很多观众根本都不知道这部
电影，已经看过的观众也对影片
评价不高，该片网络评分低至4 . 1
分。影片特别将背景设定在中
国，包括地下皇宫和墓穴的设定，
打造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古墓
丽影”。然而，无论是剧本还是表
演，影片表现平庸，故事索然无
味，就连观众的反响都零零星
星，有观众告诉记者，“整部电影
没高潮、没亮点，你想点评都不
知道说点啥。”

由谷德昭执导的港式喜剧
《卧底巨星》同样在市场上折戈，
上映多日反响平平，票房仅有
3900万元。《卧底巨星》是李荣浩
在《乘风破浪》后的又一部大银幕
作品，也是陈奕迅久违的大银幕

之作。两位知名歌手强强联手，引
爆粉丝期待。然而，重量级明星的
加持也难以挽救影片上映后的口
碑颓势，电影上映后乏人问津，可
以说是浪费了这么好的阵容了。

另一部拥有类似命运的是
《英雄本色2018》，影片改编自经
典之作《英雄本色》，由擅长硬汉
题材的导演丁晟执导，再加上王
凯、王大陆、马天宇等流量明星，
让整部影片在上映之前备受期
待。然而，最终的效果却不及预
期，上映9天票房将近6100万元，观
众的反响远比想象中冷清。王凯、
王大陆、马天宇的表现被弹“不及
原版的狄龙、周润发、张国荣”，

“三人的合作看不出兄弟情”。也
有观众吐槽“不仅原版的缺点没
改，新剧本又搞了一堆吐槽点”。

原因 质量不佳创作不走心

尽管有档期、排片等客观因
素存在，但一部电影不能在市场
得到很好的反响，绝大部分原因
还是自身质量不够过硬。其中，缺
乏好剧本一直是国产电影的软
肋，《谜巢》、《卧底巨星》、《英雄本
色》在故事上都显得非常平庸，以
至于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无法脱颖
而出。这种“平庸”并非题材上的
缺乏新意或者故事需要多么创
新，而是在创作上不够走心。例如

《卧底巨星》被观众吐槽通篇老
梗，让人看着“很没劲”。作为

《食神》《少林足球》《唐伯虎
点秋香》等经典港式喜剧
的创作者，谷德昭曾是香
港喜剧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在《卧底巨星》里，几乎
所有的笑点都只能靠着恶
搞、网络老段子和演员夸
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来呈
现，充斥着令人尴尬的乏味感。

除此之外，新鲜感不足，也是
电影无法成功吸引观众的原因
之一。《英雄本色2018》主打情
怀，但这种情怀现在的观众是否
愿意买单？前不久，由吴宇森执
导的电影《追捕》遭遇滑铁卢，
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难以
走出老套模式的窠臼，就难以
与现在的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与其选择经典翻拍，还不如重
新打造一个全新故事。

早几年电影市场选择还没
有像现在如此丰富时，或许一
部烂片还会有满天飞的吐槽，但
如今随着电影市场越来越成熟，
质量不佳的作品往往乏人问津，
由此排片量也会逐步下
降，甚至可能下档了都无
人知道。因此，很多影片上
映之后没有反响也就不足
为奇了。 黄岸

李李荣荣浩浩、、陈陈奕奕迅迅联联袂袂主主演演《《卧卧底底巨巨星星》》

赵赵又又廷廷、、杨杨子子姗姗再再合合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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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江江饰饰演演““蛟蛟龙龙小小队队””副副队队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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