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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新片

观影

擒贼先擒王
主演：郭凯敏、刘金山、孙浩涪
上映：5月18日

□记者 逯佳琦

由徐峥监制、苏伦导演的喜
剧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已于 5
月 18 号登陆全国院线。5 月 10
日，本报记者参与了电影在济南
举行的提前看片会。电影中，雷
佳音和佟丽娅跨越 20 年时空奇
妙“同居”的故事笑料百出，逗乐
了不少观众，还有不时出现的

“土味情话彩蛋”也惊喜十足，使
看片会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

主题聚焦爱情选择题

电影《超时空同居》讲述的
是失意女青年谷小焦（佟丽娅
饰）因一个人为造成的时空重
叠，不得不与来自1999年的陆鸣

（雷佳音饰）开启同居生活的故
事。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谷小焦
和陆鸣通过自己的房门可以将
对方带到自己的年代。1999 年的
陆鸣虽然一穷二白但带给了小
焦一段开心的时光。而此时，2018
年的陆鸣已经改名陆石屹，并且
成为了地产大亨，穿越的记忆让
他认识了谷小焦，为了不让1999
年的陆鸣改变人生轨迹，陆石屹
给了谷小焦富足的物质生活让
两人分离。

总体来说，《超时空同居》是
一个既科幻又平凡的故事，这部
影片只是把大多数人曾经做过
的“假如能穿越时空”的梦搬到
了银幕上，影片最大的脑洞是时
空重叠：1999 年的陆鸣看到了

2018 年已改名为陆石屹的

陆鸣，而 1999 年的陆鸣所做的某
些行为也会改变 2018 年的陆石
屹。同时，在影片科幻的外表之
下讨论的依旧是爱情和金钱哪
个重要的老梗，影片中雷佳音一
人分饰两角，分别代表爱情故事
中最常见的两种男人：1999 年的
陆鸣很暖也很穷，2018 年的陆鸣

（陆石屹）有钱却无情。

影片“彩蛋”笑点不少

尽管剧情比较中庸，但不得
不承认的是，这部影片的演员表
现格外出彩。曾出演过《北京爱
情故事》《唐人街探案》等多部电
影的佟丽娅此次担纲女主角，影
片中，与佟丽娅上演“超时空爱
恋”的陆鸣由雷佳音扮演。雷佳
音在影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几乎
承包了整部影片的所有笑点和
泪点，他在“嘲笑”谷小焦时，一

句“干瘪老斑鸠”成了全片最
大的笑点，而以陆鸣

身份鸣假扮陆

石屹时，雷佳音对谷小焦的关怀
和叮嘱也感动了看片会现场不
少的观众。此外，《超时空同居》
中的“彩蛋”也很充实，李光洁、
范明、徐峥等演员都在影片中接
连“露脸”，其中，徐峥饰演的火
锅店甩面服务员让人印象深刻，
他一边抱怨着谷小焦家的地面
不平一边扭着舞步上演“妖娆版
甩面”的情节尽显搞笑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超时空同
居》延续了近几年国产影视界颇
为流行的“传帮带”制作模式，由
徐峥监制、新生代导演苏伦执
导，虽然是一部新人导演在名导
指导下的试水之作，但与被各种
广告霸屏的商业片相比，《超时
空同居》的表现尚可。影片故事
情节中规中矩、演员演技在线，
1999 年的陆鸣身上略显时髦的
衣饰和影片仓促的结局成了影
片中不多见的瑕疵，在观影活动
结束后，现场不少观众对影片的
突然结局表示惊讶：“怎么突然
就结局了？”“佟丽娅和雷佳音最
后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超时空同居》笑中有泪

雷佳音“土味情话”撩佟丽娅

□记者 权震乾

要说2018年上半年好莱坞最
火的电影人是谁？除了《复仇者
联盟3：无限战争》的导演及一众
大牌明星外，约翰·卡拉辛斯基
和艾米莉·布朗特这对好莱坞知
名“夫妻档”，绝对也是热门候选
人之一。因为由这对夫妻全程主
控（约翰·卡拉辛斯基身兼编剧、
导演和主演，艾米莉·布朗特则
担纲女主演）的恐怖惊悚片《寂
静之地》成为了2018年上半年当
之无愧的话题之作。

“出生即死”题材新颖

小成本影片黑马之作

《寂静之地》的故事题材很
新颖，主打的是怪物凭声音杀
人。当地球遭到神秘生物大肆入
侵，这些生物根据声音对人类进
行猎杀，所有人为求生存都生活
在无声恐惧中。。其中幸存的一家
人远离城市，即使用尽办法保持
安静，却仍不免因意外发出的声
响招来神秘生物……“出声即
死”的创新性概念设定，使得《寂
静之地》在上映前便吸睛无数。
而在北美上映后，影片果然凭借
超高的完成度，获封“年度惊悚
神作”赞誉。

影片在国外评分网站烂番
茄上的好评度高达95%，是有史
以来最受好评的恐怖片之一，评
价上和去年的另一部恐怖神片、
斩获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原创剧本的《逃出绝命镇》处于
同一梯队。不仅是口碑，《寂静之
地》的票房表现同样“炸裂”。仅
仅依靠 1700 万美元的制片成本，
这部惊悚片的全球票房就即将
突破 3 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上
半年好莱坞小成本电影中的一
大黑马。影片创新而优秀的观影
体验让全球观众都大呼过瘾，评
价也同样不俗。

票房超《逃离绝命镇》

首周高达 5 千万美元

事实上，《寂静之地》票房成
绩比去年颇受好评的《逃离绝命
镇》更胜一筹。《寂静之地》在北
美上映后，分析人士根据预售数
据给出了 4300 万美元的开画票
房预测，但结果还是低估了其爆
发力：影片首周末票房就突破了
5020 万美元。在北美这样高度成
熟的电影市场，业内预估票房出
现这么大的偏差实属罕见，影片
将会无悬念地拿下恐怖电影北
美票房历史第三位的好成绩，最
终超越《逃出绝命镇》的 1 . 76 亿
美元北美票房只是时间问题。在
海外市场，《寂静之地》目前累计
票房已经突破1亿美元大关。而
且，影片在多个海外国家尚未上
映，票房表现如何尚未可知。

《寂静之地》内地定档于5月
18日上映。届时，影片将成为历
史上首部在内地院线上映的好
莱坞恐怖大片。虽然去年的两部
恐怖神片《逃出绝命镇》和《小丑
回魂》都无缘内地院线，但《寂静
之地》的上映，无疑弥补了内地
影迷无法在大银幕欣赏好莱坞
顶级水准恐怖片的缺憾。而“出
声即死”的本片，能否同样在内
地赢得观众认证，值得期待。

由西谷弘执导，上户彩、
斋藤工、伊藤步等主演的电影

《昼颜》，已于 5 月 18 日在全国
上映。近日，片方举办了 30 城
超前观影活动，影票瞬间售
罄，再现上影节“一票难求”的
盛况。影片赢得了大批观众及
专业人士的好评，称赞其为

“年度女性必看影片”。
5月14日起，电影《昼颜》开

启了覆盖30座城市的超前观
影，让期待已久的观众先睹为
快，提前感受这部现象级话题
神作所带来的情感和心灵震
撼。与此同时关于电影的讨论
也在各大话题榜上名列前茅。

《昼颜》讲述了纱和与北
野这对昔日恋人，三年后意外
重逢并前情再续的故事。其
中，纱和在勇敢追求爱情的过
程中，不断实现自我成长的经
历极具现实意义，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印象。很多观众表示，
电影罕见地将女性在爱情及
婚姻困境中，渴望冲破枷锁的
情感诉求表达出来，上户彩所
饰演的这个角色，唤起了现代
女性在情感中自我意识的觉
醒，在向主流价值观挑战的同
时，也赋予了影片强大的情绪
感染力。

记者 权震乾

《昼颜》获封
“年度女性必看影片”

一带一路峰会即将召
开，作为外宾重点参观场所
的天秀市场贼患严重，心挂
珠宝大案的陈诺被派往天秀
市场主抓安保工作。陈诺与
师哥李强合作抓获一批团伙
盗贼，惹怒贼王翁汉强，翁汉
强从澳门调来精锐新面孔盗
窃团队疯狂作案，被警察全
部抓获。警方获得神偷千手
观音范小青的检举供证，陈
诺等人与翁汉强斗智斗勇，
在最后的殊死搏斗中将扰乱
天秀市场治安的盗窃团伙一
网打尽，并破获珠宝大案，从
此还天秀一片平静与繁华。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的民国，山西一个偏远
的小山村。村里的保长趋炎附
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县长
的儿子，并从女儿口中辗转得
知了一条旱涝保收的消息：在
村里建个“李忆莲祠堂”，就可
以获得县里拨发的巨额救济
粮和银元。虽然不太明白县里
的意思，但是贪财的保长立马
勾搭了村里的族长，开始筹谋
这桩买卖……

荒城纪
主演：李畅、郝星棋、斯琴高娃
上映：5月18日

改编自作家圆太极的同
名小说，由李仁港金牌制作
团队打造的重磅IP《刺局》，5
月10日荣获“2018年十大最受
关注奇幻 IP”奖，刺客世界场
景图概念图也随之同步曝
光。李仁港打造的奇幻电影

《刺局》，呈现出了一个独具
东方特色且极富想象力的刺
客世界，其脑洞大开的器具
设定、天马行空的门派种属，
都深受喜爱奇幻类型作品的
粉丝追捧，被誉为“东方新奇
幻”。日前，电影已经拍摄完
毕，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后
期制作。

随着获奖信息的公布，
片方也随之发布了《刺局》的
世界观元素信息，IP 世界观
概念设定图及电影剧照亦随
之曝光。据导演李仁港透露，
其制作团队潜心打磨数年，
坚持高制作投入，实景拍摄
以强化光感质感，只为更好
地还原原著中所呈现的恢弘
世界。

据悉，电影《刺局》由李
仁港执导，冯绍峰、胡军、许
晴、金晨、王庆祥联袂主演，
人物造型仍处于高度保密阶
段，影片预计今年下半年将
与观众们见面。 本报综合

《刺局》
打造宏大刺客世界

《寂静之地》：好莱坞恐怖大片来了！

佟佟丽丽娅娅雷雷佳佳音音合合作作笑笑感感十十足足

《《寂寂静静之之地地》》剧剧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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