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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探案2》穿女装大闹纽约

王宝强豁出去了

主演：王一鸣、吴军
上映：2月9日

杨豆豆的妈妈查出怀孕，
家里可能要多一名成员。只有
十岁的杨豆豆并不能理解这
一切，选择“离家出走”，没想
到被刘东葛和何大胆两个人
贩子盯上了。杨豆豆和孩子们
与笨贼之间展开了一场令人
啼笑皆非的智斗。最终在警察
的帮助下，他们将两个笨贼绳
之以法……

新年新片

疯狂熊孩子

隔记者 张金菊

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刘承羽、尚语
贤、王迅、妻夫木聪、Michael Pitt、元华等主演的喜剧探案电影

《唐人街探案2》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2月16日）上映。2月4日，
影片主演王宝强、刘承羽、尚语贤来到济南。在发布会现场，
王宝强提前向观众“爆料”了影片的精彩笑点和幕后故事。

喜剧探案升级

到纽约拍戏不容易

在电影《唐人街探案2》
中，唐仁（王宝强饰）为巨额
奖金以结婚的名义欺骗秦风

（刘昊然饰）到纽约参加世界名
侦探大赛。唐人街第一神探组合
秦风唐仁再度联手，冒着生命危
险参与世界侦探大赛，上演疯狂
爆笑的冒险之旅。据片方介绍，

《唐人街探案2》保留了系列前作
“爆笑喜剧+严肃探案”的模式，
并通过世界侦探大赛的激烈战
况、外籍演员加入花样搞笑喜剧
桥段和动作特技大场面，进行全
面升级。

发布会当天，王宝强身着片
中标志性的驼色风衣帅气亮相，
并透露了拍摄幕后的故事。“其
实第二部比第一部难拍。第一部
是在泰国曼谷，还比较轻松。第
二部到了纽约，在拍摄场地、时
间上都有限制。在拍这部戏时，
我们都提前排练好，现场不能拖
延、不能出错，必须在规定的时
间内拍完。”王宝强说，这一次不
仅是搞笑，推理方面也有升级，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格局比第一
部要大得多。到纽约拍完戏的王
宝强当天在现场还秀了一把英
语：“看完第二部之后肯定
会更加happy。”

《唐人街探案2》中世界名侦
探大赛汇集了来自各国的侦探，
王宝强透露，刘昊然饰演的秦风
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神探，那么他
饰演的唐仁排名第几呢？王宝强
搞笑地表示：“秦风排第二，我是
他搭档，你想想我是排第几呢？
哈哈哈……我的排名就在电影
里揭秘了。”

动作戏拍到吐

穿女装、裸奔太难为情

王宝强表示，第一部观众的
期待可能没有那么高，但第二部
观众期待高了，所以对剧组来说
也更难拍一些。但也正因为这种

“压力”，剧组拍摄要求更高。

其中有一场在纽约时代广
场的戏，现场有2000多人围观。

“第二部里大场面的戏特别多，
比如唐仁、秦风驾的马车在纽约
时代广场上奔跑，那是一天拍下
来的，要考虑现场交通情况，工
作量非常大，对演员、导演和整
个团队都是很大的挑战。”

王宝强虽然在片中是搞笑
担当，但也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戏。其中预告片中有一场车辆旋
转的动作戏，王宝强就坐在车
中。拍摄时
王宝强都
拍 到 有

“恐惧

症”了。“在车里转起来
特别晕、缺氧，感觉头都
特 别 重 ，下 了 车 就 吐
了。”不过，最让王宝强
怵头的还是在大街上裸
奔和男扮女装。“这样的

戏对像我这种比较保守的演员
来说，是非常挑战勇气的。”但是
作为一名职业演员，王宝强拍摄
时还是放下了顾虑，“裸奔的时
候放下所有包袱，感觉还挺好
的，很轻松没有负担。”

杨紫琼徒弟挺能打

被误认是真警察

华裔女演员刘承羽在《唐探
2》中饰演一位正义凛然的纽约
警察局高级女警司陈英。被问及
是否有与美国当地警察取经时，
刘承羽表示：“陈英这个角色是
十分专业的精英警察，拍摄时，
我也遇到过很多真的警察，因为
我们有在监狱里拍摄的戏份，他
们都以为我是真的警察，向我敬
礼。我觉得陈英非常强大。”不过
刘承羽表示，她和陈英还是有不

同的，“虽然我和陈英在性格
上有相似之处，都比较硬、

有点女汉子。但其实我在
现实中，完全不像陈英
这样严肃，所以饰演这
个角色，对我来说还
是挺大的挑战。”

片中，唐仁对刘
承羽饰演的陈英展开
疯狂追求，在曝光的预
告片中，唐仁对陈英上

演“拍屁杀”，陈英则回了
唐仁一耳光，全程笑点满

满。戏外两人相处得却非常好。
作为杨紫琼的徒弟，刘承羽曾经
拍摄过《卧虎藏龙2》，而且从小
学习武术。谈到自己的功夫底子
时，刘承羽表示王宝强才是真正
的高手：“因为宝强哥以前有过
专业的训练，所以他打起来非常
帅。”在喜剧这个领域，也跟王宝
强学到了很多：“在片中，我跟宝
强哥有很多对手戏，我从他的身
上学习到了非常多出演喜剧电
影的经验和方法。”

隔记者 权震乾

每年春节档都是必争之地，
今年竞争格外激烈。除了《唐人
街探案2》之外，《西游记女儿国》
作为春节档“老朋友”，仍然选在
大年初一上映。同期上映的还有
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铺天盖地宣
传的《捉妖记2》，唯一一部军事
动作片《红海行动》，郭德纲跨界
当导演的《祖宗十九代》等都选
择在大年初一上映。喜剧、爱情、
动作各种类型影片都有，满足不
同观众的喜好。

喜剧片成主打

《捉妖记2》挺火

从2015到2017年，连续三年
的春节档中，票房前三的都是喜
剧片类型。2018年春节档竞争异
常激烈，因为合家欢的氛围浓
厚，选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仍
以喜剧片居多，《捉妖记2》《祖宗
十九代》都是同类型作品。非常
有危机意识的《捉妖记2》，提前
两个月就开始进行地毯式宣传，
还未上映就忙得不亦乐乎。这种
宣传让片方尝到了甜头，据猫眼
专业票房分析，《捉妖记2》成为

大年初一预售成绩最好的电影，
仅大年初一一天，预售票房已达
近亿元。

同样主打喜剧类型的还有
《祖宗十九代》，郭德纲首次跨界
当导演，岳云鹏是当仁不让的男
一号，郭麒麟、孙越等德云社成
员的客串也必不可少，这还不算
完，人缘不错的郭德纲还邀请了
吴秀波、吴京、吴君如、贾玲、林
志玲等33位明星好友前来客串，
主打“数星星”。

爱情片凑热闹

《女儿国》赵丽颖担重任

无论在哪个档期，爱情片都
很受欢迎，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由赵丽颖、冯绍峰主演，郑保瑞
执导的“西游记”系列IP《西游记
女儿国》时隔两年重新抢滩大年
初一档，这已是郑保瑞执导的第
三部“西游IP”作品，《西游记之
大闹天宫》《西游记之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都选在大年初一上
映，票房累计突破20亿大关，表
现不俗。但近年来“西游IP”被过
度开发，观众对该系列难免产生
审美疲劳，虽然该电影两部前作
票房表现不俗，但是口碑却参差

不齐，豆瓣平均分不到5分。《西
游记女儿国》请来当红流量小花
赵丽颖饰演女儿国国王一角，除
了赵丽颖自身气质与角色相符，
粉丝基础强大或许也是资方看
中她的关键一点。

在电视剧领域资源好到爆
的赵丽颖，征战电影荧屏的第一
个大片女主角色能否表现亮眼，
就看电影卖相如何了。

动作片另辟蹊径

《红海行动》赴非洲成本高

2016年，一部《湄公河行动》
成为逆袭黑马，最后总票房高达
11 . 8亿元，能够将主旋律大片拍
得如此热血精彩，导演林超贤功
不可没。2018年的大年初一，林超
贤带着他执导的第二部主旋律
大片《红海行动》归来，该片以非
洲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讲述以
张译为首的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
历经艰险成功解救人质的故事。

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主
旋律大片，《红海行动》似乎
与春节其乐融融的合家
欢气氛“格格不入”，
但在喜剧与爱情
电影扎堆上

映的春节档，《红海行动》在类型
上属于独辟蹊径。《红海行动》取
景自非洲摩洛哥，仅制作成本就
高达5亿元人民币，擅长动作场
面的林超贤这次
更是动用海陆
空三线调度
和 实 景
拍摄，靠
着一众硬
汉的卖力演
出和紧张激
烈 的 动 作 场
面，《红海行动》
能否在排片不占
优势的情况下，
像《 湄 公 河 行
动》一样逆袭，
只等上映后
检验了。

大片都在这一天！你想看的都有

上映：2月9日
爷爷离世前送给潘达的

象征守护的熊猫石被人盗走，
潘达得知线索孤身前往大熊
猫栖息地的大山里寻找，一场
意外让潘达掉下山崖，昏迷中
潘达来到1936年，开启了一段
守护自然，保护大熊猫的奇幻
探险旅程，醒来后，潘达明白
了熊猫石的意义，将其捐献给
了云羌大熊猫守护基金，原谅
并帮助了为孩子筹集治疗费
盗取他石头的人……

熊猫石的奇幻旅行

上映：2月16日
光头强爸爸突然到访狗

熊岭意图缓和父子间的关系，
没想到反而导致了父子矛盾
的爆发……在一次激烈的争
吵中，光头强和两熊被“缩小
机”意外缩小，毫不知情的强
爸伤心离开，并无意间带走了

“缩小机”。于是，光头强和两
熊踏上了追赶强爸和机器的

“微观世界”冒险之旅……

熊出没·变形记

主演：白客、蓝盈莹
上映：2月16日

该片讲述了在高四这个
特殊背景下的数段青春爱情
故事。电影聚焦于复读时光，
当学生们再次面对高考压力
时，却依旧无法抑制这青春集
中营里的躁动。影片围绕着几
个性格迥异的女生展开，组成
了一个美好又耐人寻味的青
春故事……

遇见你真好

赵赵丽丽颖颖领领衔衔《《西西游游记记女女儿儿国国》》

王王宝宝强强刘刘承承羽羽来来济济南南为为新新片片卖卖力力宣宣传传

““唐唐三三角角””很很搞搞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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