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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新片

观影

《头号玩家》：70岁导演童心不老

近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电影
节开闭幕影片，以及北京展映
最终批片单。

其中，中国影片《红海行
动》和《十八洞村》入围本届“天
坛奖”，徐峥监制、任鹏远导演
的《幕后玩家》被选定为开幕影
片，让·雅克·阿诺监制、哈斯朝
鲁执导的《战神纪》被选定为闭
幕影片。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共收到来自六大洲、
7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9 部影片
报名参评，相比第七届影片报
名数增加235部。

经五轮筛选，来自19个国
家和地区的15部影片入围“天
坛奖”，其中境外影片13部，境
内影片2部。这15部入围影片将
最终角逐最佳影片奖、最佳导
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
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
角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
奖、最佳音乐奖及最佳视觉效
果奖共十大奖项。所有奖项将
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
式上公布，并向获奖者颁发证
书和奖杯。 据《新京报》

15部入围影片
争夺“天坛奖”

当下，生活节奏快，工作
压力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健身一族中。为了给广大
影迷朋友提供释放压力、感
受心灵的健身平台，2018 年
4 月下旬开始，鲁信电影院线
第三届健康跑活动以“电影
与你，健康乐享”为主题，又
将在济南、莱芜、聊城、德州、
临沂、泰安等地市拉开帷幕。

今年，鲁信电影院线将
继续联合各地市多家媒体及
联盟商户，再次欢快启程，再
次为“电影”奔跑，向“健康”
宣言。目前鲁信电影院线第
三届健康跑活动报名已经全
面启动，影迷可以关注鲁信
院线官方微信公号，直接参
与报名。 本报综合

鲁信院线
第三届健康跑启动

冰雪女王·火与冰

上映：4 月 5 日
不断遇到麻烦可算是

凯与格尔达这对姐弟的特
点了，毕竟他们是在冰雪的
国度被矮人们养大的。随着
他们长大成人，等待他们的
麻烦也升级了。这一次，格
尔达与新认识的小伙伴罗
兰去寻找传说中的许愿球，
不想却召唤出封印在许愿
球中的邪恶力量，这对姐弟
是否能够逢凶化吉，还世界
一个和平……

主演：杨生仓
上映：4 月 4 日

在十年九旱的宁夏西
海固一个偏远的农村里，一
个穆斯林老头的老伴去世
了，老人和儿子决定要在老
伴祭日那天宰掉陪伴老人
十多年的老牛来搭救亡人。

出乎意料的是，在祭日
的前三天，这头牛在饮它的
水里看到了将要宰它的那
把刀子，于是开始不吃不
喝，为了以一个清洁的内里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老人也
陷入了对生命和死亡的思
考之中……

清水里的刀子

猫与桃花源
主演：李宇峰、杨砚铎
上映：4月5日

一只常常在窗台发呆
的家猫毯子，一直以来和儿
子斗篷安逸地生活在城市
的一座高楼公寓中。

有一天毯子不得不和
斗篷分别踏上冒险旅程，去
寻找传说中的“猫的桃花
源”。与此同时，毯子必须面
对心中一段不愿提及的往
事，或许这也是毯子害怕外
面的世界，不愿意离开家的
重要原因……

比起春节档、暑期档、国庆
档这些热门档期，历年的清明
档要显得冷清很多，近几年，也
就《春娇与志明》、《毒战》、《战
狼1》、《火锅英雄》等几部电影
算得上口碑佳作。但今年的“清
明档”却有点不一样，今年该档
期上映影片多达七部，其中大
多是中小成本，根据提前点映
的成绩来看，影片普遍口碑不
错。多部气质小众，却又口碑俱
佳的作品同台竞争，到底谁能
跑出黑马？

年轻导演作品打主场

今年“清明档”定档的影片有
7部，其中，4月4日公映的有《心迷
宫》导演忻钰坤的新作《暴裂无
声》、文艺电影《清水里的刀子》、
爱情喜剧《奇葩朵朵》、印度话题
电影《起跑线》。4月5日公映的则
有青年导演丁仕昀执导的《疯狂
这一年》和两部动画电影《猫与桃
花源》、《冰雪女王3：火与冰》。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导演的
作品成为这一档期的中坚力量。
其中，《暴裂无声》导演忻钰坤今
年34岁，上一部作品《心迷宫》上
映后取得巨大成功，而相较于前
作，《暴裂无声》格局也更大，动作
戏也是一大看点。

《清水里的刀子》导演王学博
与忻钰坤同年出生，据悉，为了拍
好影片，他前往影片拍摄地生活、
体验了 10 个月，为影片筹集了大
量素材，因为找不到投资等困难，
直到 2015 年才拍出这部电影。

今年“清明档”里有不少新导
演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年轻导
演在市场里有了更多机会？日前，
忻钰坤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一说
法表示了认同：“现在的主流观众

相对年轻，年轻的导演更懂得观
众的想法，这也给予更多年轻导
演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

印度电影有望成“黑马”

与去年“清明档”商业大片扎
堆相比，今年的电影普遍都是中
小成本作品，且气质偏小众，但实
力依然不容小觑。在此前进行的
提前放映活动中，《暴裂无声》、

《起跑线》等作品就已累积相当不
错的口碑。

《暴裂无声》由宋洋、姜武、袁
文康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在寻
找自己失踪的儿子时，意外与姜
武饰演的老板、袁文康饰演的律
师卷在了一起。影片延续了《心迷
宫》精巧设计的故事结构，剧情一

波三折但结局却出人意料。有业
内人士指出，如果是抱着对忻钰
坤前作的好感和期待去看这部影
片，相信不会失望。

由张若昀、马思纯、李现联袂
主演，李欣、李洋联手执导的《奇
葩朵朵》则是一部校园爱情喜剧。
片中，张若昀饰演的天才理工男
与马思纯饰演的菜鸟记者谈了一
场“最萌智商差”的恋爱，却遭到
死对头许子聪（李现饰）从中作
梗，让两人经历各类不可思议的
挑战。从主演阵容和题材上看，

《奇葩朵朵》还是拥有一定的受众
群，但能否吸引观众，关键还得看
影片质量如何。

相比之下，印度电影《起跑
线》反而有望成为票房黑马。去年

以来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广受欢
迎，《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都获得口
碑、票房双丰收，最新的这部《起
跑线》在题材上比前三部更接地
气，因为这一次要探讨的是大众
最为关注的教育话题。

影片表现了一对印度父母为
了让孩子进入最好的私立学校绞
尽脑汁，在各种面试宣告失败之
后，他们想出了假扮贫困户骗取
名额的怪招，却在这一过程中发
现教育的本质其实是教会孩子去
做一个好人。从题材上看，子女教
育的话题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更
近，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与话题
探讨，如果故事足够打动人心，相
信会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黄岸

《《冰冰雪雪女女王王··火火与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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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权震乾

还记得2016年让斯皮尔伯格
收获“廉颇老矣”评价的《圆梦巨
人》吗？2年后，斯皮尔伯格带着
新作《头号玩家》杀回来雪耻了！
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
家》，已于3月30日起在国内上映，
成了2018年口碑炸裂的第一部好
莱坞大片。电影中所呈现的来自
2045年的VR虚拟世界，为未来提
供了一种全新想象。71岁的斯皮
尔伯格，用这部电影证明了自己
宝刀未老的实力。

VR眼镜成人类新宠

2045年，我们的现实世界破
败不堪，污染严重，能源枯竭，多
数人居住在废弃车和集装箱搭
建的“铁盒”中。这些背景构成了

《头号玩家》故事发生的前提，虚
拟世界绿洲的创始人哈利迪去
世前，宣布将三个彩蛋藏在绿洲
中，第一个破解三个彩蛋的人能
够得到绿洲的所有权并继承自
己的全部财产，由此引发无数玩
家参与竞争。

《头号玩家》改编自恩斯特·
克莱恩所写的小说《玩家一号》，
这本书也被科幻作家约翰·斯卡
尔齐誉为“资深宅”的代表作，因
此《头号玩家》中也充斥着80年代
流行文化元素和二次元文化的
彩蛋，从电影到动漫、音乐和游
戏。电影上映至今，已有不少人
找出多达100-200个彩蛋。

在记者观影过程中，场内就
时不时会爆发一阵惊呼，一些懂
行的观众会悄悄为旁边人科普
这个场景来自于哪个梗，即使对
这些不甚了解的观众，也能在电
影 中 认 出 一 闪 而 过 的 H e l l o
Kitty、经典钢铁战士高达、侏罗
纪公园中的恐龙和金刚。更别说
资深玩家们眼中的钢铁哥斯拉，
DC宇宙中的蝙蝠侠、小丑女、超
人等超级英雄元素，《街头霸王》
中的春丽以及《星际迷航》的logo
等彩蛋。

戏中戏让人眼花缭乱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头号玩家》中
玩的最大的或许是在
虚 拟 现实世界 绿 洲
中，你真的可以随意进
入你喜欢的电影中，由
此改写剧情，在你最爱
的电影中留下你的影
子，做你想做的事。斯皮
尔伯格就借助《头号玩
家》，致敬了自己的老友
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
的《闪灵》，片中诡异的
双胞胎、坐在浴室中的
女鬼、被血水灌满的酒
店和劈入门板的巨斧都
被真实还原，让人真切
感受到了什么叫头皮发
麻，代入感强烈，虚拟世
界的真实，更让人分不
清楚现实与虚拟世界的

边界。
即便有《外星人E.T.》、《人工

智能》等科技感爆棚的视听盛宴
在前，斯皮尔伯格还是能用自己
非凡的想象力，构建一个全新
的世界。电影充满着让你意想
不到又觉得仍在情理之中的片
段，单论片中一场赛车戏份，就
通过镜头转换营造出紧张刺激
感，斯皮尔伯格将这场戏拍得
流畅自如，特效真实感十足，让
观众的肾上腺素狂飙，好莱坞
2 0 18 年第一部来
势汹汹的大片，实
力果然不俗！

《《十十八八洞洞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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