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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票房一路飘红

全球票房暂列第五

5月11日，《复联3》在内地首
映，无论是怀着“漫威十年”情怀
的铁杆粉丝，还是想凑个热闹的
普通影迷，即使在工作日也热情
不减，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场

“史上最壮观”英雄集结之战。该
片零点场即收获票房约6000万
元，最终首映日票房（不包括零
点场）达3 . 87亿元，仅次于《捉妖
记2》和《速度与激情8》，成为中
国内地影史首日票房第三名。

5月12日，作为上映后的首
个休息日，《复联3》票房继续上
扬，单日票房达4 . 93亿元。这一成
绩也让它超过《速度与激情8》，
一跃成为进口片内地单日票房
榜第一名。在内地单日票房总榜
上，《复联3》成功跻身亚军位置，
仅次于《捉妖记2》在今年春节档
创造的5 . 47亿元的纪录。

《复联 3 》不仅内地票房一
路飘红，在全球也继续保持着疯
狂吸金模式。在“超英大本营”北
美市场，该片勇夺周末票房三连
冠，目前北美累计票房已超 5 . 48

亿美元。同时，该片全球票房已
超 16 . 08 亿美元，在电影全球票
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五名。尽管距
离《阿凡达》《泰坦尼克号》《星球
大战：原力觉醒》这榜单“三巨
头”还有一定差距，但极有可能
在未来超过第四名《侏罗纪世
界》16 . 72 亿美元的纪录。

近两年来口碑最佳

漫威套路外有情感

去年，《金刚狼3》狼叔的悲
壮谢幕让观众落泪，给影迷留下
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没想到时
隔一年，《复联3》再次“悲剧”重
演，看着蜘蛛侠、红女巫、幻视、
冬兵、洛基等高人气角色牺牲或
化成灰烬，中国影迷们一边嚷嚷
着要给编剧“寄刀片”，一边还是
在众多影评网站上给这部“漫威
十周年”大作打上了高分。

目前，《复联3》豆瓣评分升
至8 . 5分，与近两年在内地上映
的几部漫威超英电影相比，《复
联3》口碑一如它遥遥领先的票
房般“很能打”。票房破纪录，口
碑为近两年漫威最佳，《复联3》

无论是单打独斗或群架的精彩
动作场面，还是保持一定频率出
现的“笑点”，都能让观众愉快地
看完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爆
米花大片”。

同时，在用过超级英雄集
结、超级英雄内斗等套路后，此
次漫威在人物塑造上明显下了
功夫。比如该片的最大反派灭霸
不再是一个毫无理由只想毁灭
世界的“脸谱化”反派，而是拥有
自身三观逻辑、致力于维持宇宙
平衡的“环保主义者”，并为达到
目标，牺牲了自己最爱的养女。
而一众超英里，许多角色在保护

“无限宝石”，阻止灭霸与保护亲
人、爱人和朋友这两大选择之间
纠结徘徊，也让粉丝看得揪心。

粉丝期盼《复联 4》

花式猜测最终结局

与以往大部分无论过程多
悲惨，最后主角总能东山再起的
超级英雄影片不同，《复联3》的
结尾，一张张大家熟悉的面孔都
瞬间化成了灰烬，这样意料之外
又催泪的结局，也让影迷更迫不

及待地想要看明年上映的《复仇
者联盟4》。

目前，《复联4》已定于明年5
月3日在北美上映。为了防止剧
透，片方一直没有公布下一部的
具体片名。不过根据小罗伯特·
唐尼等几位元老级主演的片约
情况，像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
等几位漫威第一阶段超级英雄
都将在下一部中与影迷正式告
别，离开漫威电影宇宙。未来是
否续约，尚是未知数。

而许多细心热情的影迷们
已根据《复联3》中的蛛丝马迹，

“花式”预测下一部的剧情。比如
许多人坚信，在这一部中“领便
当”的一众超级英雄将在下一部
复活，他们“灰飞烟灭”是达成奇
异博士唯一看到的最终成功打
败灭霸可能的必经之路。

也有影迷预测，下一部主角
们将“逆转时空”，穿越回到《复
仇者联盟1》的时间段。同时，这
一部未出场的鹰眼、蚁人，以及
此前在《复联2》中牺牲的快银和
新角色惊奇队长，都有可能出现
在《复联 4》中。 陆乙尔

《复仇者联盟3》太虐

超级英雄集体“领盒饭”

5月13日，由李睿珺执导，杨
子姗、尹昉主演的电影《路过未
来》的首映礼在北京举行。影片
主创悉数亮相。观影期间，不少
观众被杨子姗在片中的“零度表
演”所惊艳，在映后交流会上，杨
子姗还和观众分享了拍摄中的
种种趣事。据悉，《路过未来》已
于5月17日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
映联盟专线放映。

丧中有温暖

聚焦平凡生活普通人

集齐欧洲三大顶级电影节
入围满贯的李睿珺导演此前一
直将镜头对准平凡生活中的人，
此次是他第一次起用专业演员，
不过讲述的依然是素人的故事，
因此，杨子姗在《路过未来》中饰
演的耀婷，依然是普通人。

获得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提
名电影的《路过未来》，讲述了杨
子珊饰演的女主角杨耀婷在深
圳出生并长大，因为治疗肝病花
光了父母几十年存下来的买房
钱，父母不得不回到老家甘肃。

因为愧疚独自回到深圳打工的
杨耀婷竭尽全力想要在深圳买
一套30平米的房子，其间遇到了
以招揽试药人抽取提成的男主
角新民，为了筹齐首付，耀婷最
终选择做试药人，但肝病却再次
爆发，弥留之际和新民选择回到
甘肃老家的故事。

《路过未来》里，杨子姗和尹
昉饰演的耀婷和新民都是在深
圳打工但来自异乡的年轻人，在
外漂泊难免心酸和悲凉。然而他

们之间惺惺相惜、抱团取暖的真
挚感情又令人在丧气之中看到
了一丝温暖和希望。

杨子姗减重20斤

异乡人设定打动人心

曾主演过《致我们终将逝去
的青春》《重返20岁》的杨子姗，
一改过去的活泼形象，每天吃水
煮白菜，为角色瘦身20斤，全素
颜出镜，塑造出一个背负家庭重
担、内心挣扎的打工女孩形象。

凭借《红海行动》中的李懂一角
为大众所熟知的尹昉，在城中村
体验生活，和建筑工人们一起干
活，甚至为接近真实专门保留脸
上的痘痘。

此次李睿珺导演将镜头对
准了异乡人，一句“留不下的异
乡，回不去的故乡”戳中了很多
在外打拼的游子的内心，杨子姗
坦言耀婷和自己的经历有很多
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家庭的责
任感等方面，“她的那种想要抓
住什么，但是其实什么都抓不
住，想要为家人做些什么，但其
实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我深
有体会。如果说我不是运气好，
从事了演员这份工作，可能我想
要为我的家人做什么，也还是会
感到很无力。”

当日首映过后，不少观众都
对杨子姗在剧中剥离表演痕迹
的自然表现赞不绝口，更是有观
众表示，这种“零度表演”让大家
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之前的
杨子姗，可塑性极强，每一个眼
神和肢体细节都让人动容不已。

本报综合

《路过未来》：杨子姗“零度表演”很惊艳

姜文新作《邪不压正》终于
宣布定档 7 月 13 日。故事改编
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讲述
北洋年间的北平往事，由姜文、
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演绎
快意恩仇的江湖传说。新片主
题与复仇有关，导演姜文在介
绍此片时说，“如同北平的《哈
姆雷特》，如同李小龙智取危机
四伏的卡萨布兰卡！”

此次片方还发发布布了一支最
新预告片和三张定档海报，张
张暗含玄机。《邪不压正》是姜
文自编自导的“民国三部曲”的
终章（前两部分别为《让子弹
飞》，《一步之遥》）。影片讲述
1936年的北平，青年侠士李天
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
凶，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随着
他调查逐渐深入，京城各路人
马的斗智斗狠浮出水面的故
事。此前《邪不压正》曾曝出15
秒的预告片，在基本不揭示剧
情走向的前提下，将影片暴力、
性感、黑色幽默的特质尽数展
露，更引观众期待。 高凯

姜文新片《邪不压正》
演绎北平往事

《金蝉脱壳2》
史泰龙搭档黄晓明

5月15日，《金蝉脱壳2》发
布正式预告，该片由史泰龙、戴
夫·巴蒂斯塔、黄晓明主演，中
国内地有望引进。新加盟的黄
晓明以“硬汉”形象出现，不仅
在面对面搏击中取得胜利，还
上演了以一敌二十的戏码。

在《金蝉脱壳 2 》中，史泰
龙继续扮演越狱专家雷·布雷
斯的角色，该片讲述雷·布雷斯
在越狱多年后，组织了一个新
的一流的安全部队，但是当他
的一个团队成员失踪时，布雷
斯必须回到他曾经逃离的地
狱，将朋友从被称为“Hades ”
的残酷人类战场中解救出来。

在 2013 年的《金蝉脱壳》
里，史泰龙与施瓦辛格组成“真
人魂斗罗”组合。续作中，通过

《银河护卫队》被观众熟知的
“毁灭者”戴夫·巴蒂斯塔和黄
晓明取代了施瓦辛格的位置，
共同掀起新的“越狱风云”。

孟卿

《新乌龙院》
吴孟达郝劭文回归

日前，合家欢喜剧《新乌龙
院之笑闹江湖》发布了一组“唤
醒版”海报，正式定档7月13日
上映。除了吴孟达、郝劭文、宋
小宝和两位“新笑林小子”，王
宁、孔连顺、王智、梁超等第二
波主演阵容也首次曝光，南北
笑星齐聚乌龙院。

1994 年，由朱延平执导，吴
孟达、郝劭文、释小龙主演的

《乌龙院》系列电影红遍两岸三
地。此次时隔 24 年，《新乌龙院
之笑闹江湖》回归，影片耗时三
年筹备，汇集了原班人马重聚。

《新乌龙院》讲述了又到一年乌
龙院招生季，一心想要当坏人
的阿威（王宁饰）和程明星（孔
连顺饰）心怀不轨地进入乌龙
院学武术。虽然二人成功骗取
了长眉师父（吴孟达饰）的信
任，但行为怪诞的他们招来乌
龙院众弟子的怀疑，一系列斗
智斗勇的荒唐囧事即将发生。

杜嘉悦

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市
无疑属于《复仇者联盟3：无
限战争》（以下简称《复联
3》），尽管晚于其他国家和
地区近半个月上映，却丝毫
未影响该片在内地市场的
表现。截至5月16日晚，《复联
3》的内地累计票房超14 . 9亿
元，成功登顶漫威电影内地
票房榜。众多超级英雄在这
一部结尾“化成一地灰”的
剧情让影迷们哀嚎连连，也
让大家更期待，在明年5月
上映的“第一阶段”真正终
结篇《复联4》中，心爱的英
雄们会有怎样的结局。

片片中中杨杨子子姗姗素素颜颜出出镜镜

一一半半超超级级英英雄雄““化化成成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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