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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将于2021年大年初一上

映，由《绣春刀》系列导演路阳执导，

宁浩监制的奇幻动作冒险电影《刺杀

小说家》近日发布“全员集结”版预

告。作为一部视效大片，路阳耗时 5
年打造的小说异世界，一直是电影的

重要看点之一。新预告中不仅清晰

地展现了异世界的故事背景，赤发鬼

一声令下，皇都城内十八个坊便相互

为敌，纷争不断。而这位统治者也终

于初露端倪，虽然只有冰山一角，但

充满压迫感的巨大身影，拉满了大家

对这位数字角色的期待。

电影里，赤发鬼让董子健的复仇

之路充满险阻，电影外这位“天价片

酬”的数字角色也把视效团队难坏

了。视效总监徐建透露，让数字角色

去演戏，在全世界的视效范围内都是

最大的难题。不说赤发鬼的面部表

演，仅仅是让它流畅地动起来，就很

有挑战。

据悉，因为赤发鬼是四只胳膊，

需要两名演员配合进行动作捕捉，一

前一后保持相同的节奏和力度表

演。随后再将两套动捕数据结合，才

打造出一个身形庞大却格外灵活的

巨人。

此次同时发布的还有“全员集

结”版同名海报。海报中，两个平行

世界的人物阵营被彻底揭开，每个人

神情迥异，各揣心事，让人对这场两

个世界的奇幻冒险更添好奇。

（木夕）

本报讯 近日，将于大年初一上映

的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发布

“亦正亦邪”版新预告，作为哪吒转世的

李云祥勤学苦练试图驾驭威力震天的

元神之力，亦师亦友的神秘面具人却是

东海龙族的“老朋友”，不少脑洞设定及

故事悬念有待揭开。

《新神榜：哪吒重生》作为追光动画

新封神系列的开篇之作，未被经典神话

文本所限，而是力求找到传统与当下的

结合点，通过颠覆既有印象的角色形象

和国潮视觉风格打造现代版的哪吒故

事。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于洲透露了

此次的创作理念，“在经典的基础上创

新，做出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故事”。

此前的全国路演中，影片收获“开

创国漫新类型”、“视效震撼燃炸”等好

评，“新哪吒”李云祥也凭高颜值、高战

力圈粉无数。该角色不仅继承了哪吒

精神，更具备当下年轻人的很多特质，

无论是玩机车、穿皮衣的酷盖形象，还

是本支预告中“不懂就问”的举动、灵活

掌握的网络流行语“打扰了”，均使其颇

为贴近当下年轻观众。

《新神榜：哪吒重生》由《白蛇：缘

起》原班人马历时四年打造，追光动画、

阿里影业、博纳影业、哔哩哔哩影业出

品，泡泡玛特联合出品。 （喵喵）

本报讯 由李克龙执导，包贝尔、

克拉拉领衔主演，张一鸣、贾冰、许

君聪、廖蔚蔚、赵毅新、姜语心、杜

源、王小利、岳跃利主演的爆笑喜

剧电影《大红包》日前释出“哈哈哈

名场面”系列片段之一。

片中包贝尔拿光头自嘲抖尽喜

剧包袱，王小利则延续《乡村爱情》

中“刘能”贼兮兮的老实人劲儿。

一 分 钟 剧 情 呈 现 ，笑 星 飙 戏 犹 如

“神仙打架”，笑点密集堪称“电影

界的春晚”，让人更加期待完整的

正片。

片段中，无论是因生活所迫而

主导这场假婚礼的陈重、专注在这

场假电影角色中的王小利，还是参

与面试的群演们，都是我们日常的

小人物群像，他们或平凡或从众，

但都能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一个

由红包引发的“闹剧”终将收场，送

出的钱能够回本，而得到的真情却

是无价的。

（影子）

本报讯 顺德是广东省佛山

市五个行政辖区之一，顺德自古

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文教鼎盛，

与东莞、中山、南海并称“广东四

小虎”，也是“世界美食之都”。

在牛年即将开年之际，这座“美

食之都”也迎来了中影国际影城

顺德欢乐海岸店的开业。

中影国际影城顺德欢乐海

岸店坐落于顺德欢乐海岸购物

中心三层，交通便利，业态丰富，

与购物、娱乐、健身、休闲、餐饮

等完美融合。影院共设九个激

光放映影厅，总座位数 1728 席，

其中包括儿童影厅等诸多特色

影厅。值得一提的是，影院还应

用了高帧率高亮度的 CINITY 巨

幕影厅，银幕宽度达 24 米。

中影国际影城顺德欢乐海

岸 店 是 佛 山 市 首 家 CINITY 影

城，更是广东省内最大的 CINITY
银幕，如此完备的影院设备，一

定可以带给观众震撼人心的观

影效果。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春节

档”中诸如《唐人街探案 3》、《你

好，李焕英》、《侍神令》、《刺杀

小说家》等一众优秀佳片也即将

公映，相信高质量的影片加上完

备的影院配置，一定可以让大家

度过一个开心、愉悦、幸福、团圆

的好年。未来中影星美院线和

中影国际影城顺德欢乐海岸店

必将成为佛山电影市场新一年

的主力军，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注

入新的活力。 （迟旭）

▶ 编辑推荐

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一代国

民喜剧巨匠，三谷幸喜搞笑的秘诀

是什么？他有哪些编剧法则和风

格偏好？如何保持旺盛创作力？

不爱回顾过去的三谷在本书中首

度揭开自己喜剧的帷幕，细数入行

30年来20余部作品苦乐交织的创

作历程。

▶ 著者简介

三谷幸喜，1961 年出生于日

本东京都，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

部戏剧专业。1983年在校期间成

立 剧 团“ 东 京 Sunshine Boys”。

1994 年 ，剧 团 在《东 京 Sunshine

Boys的〈陷阱〉》公演后进入了长达

30 年的休团期。此后，三谷以编

剧身份参与电视剧、舞台剧和电影

等多方面的写作活动。电影作品

有《有顶天酒店》、《魔幻时刻》、《了

不起的亡灵》等。电视剧作品有

《奇迹餐厅》、《新选组！》、《古畑任

三郎》、《我家的历史》等。最新电

影、舞台剧和电视剧作品分别是

《首相失忆了》（2019年9月上映）、

《大地》（2020年7月公演）和《有人

在看》（2020年9月开播）。

松野大介，1964 年出生于日

本神奈川县。著有大量小说和随

笔，也参与电视节目专栏和访谈类

作品的写作活动。

▶ 译者简介

林煌，青年译者，二手书店店

员。译著有《怪物解剖学》（暂定

名、待出版）以及《黑贵妇》、《被喜

欢的心理学》等。

本报讯 由程伟豪执导，实力

派演员张震、张钧甯、孙安可、

李铭顺、张柏嘉等联袂出演的悬

疑犯罪电影《缉魂》正在全国热

映中。影片截至 1 月 19 日累计

票房已超 7000 万，观影总人数

突破 170 万，同档期新片票房占

比第一，上映后收获全平台好

评。

导演程伟豪擅长营造悬疑

惊悚氛围、铺设悬念、制造反

转，在新片中他更是将此优势发

挥到淋漓尽致。片中，嫌犯身份

不断变化，谜底正式解开时令观

众无比震惊，称“不到最后一秒

根本猜不到结局”。

该片改编自江波获奖科幻

小说《移魂有术》，片中软科幻

质感的营造扎实可信，“人脑复

制”技术的设定使凶案跳脱出常

规剧情走向，悬疑推理部分的铺

设更加精巧玄妙，被网友称赞

“看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另一种

可能性”。 （花花）

本报讯 日前，备受关注的

《阿凡达 2》发布一组全新概念

图，唯美的画风下依然是仙境一

般的潘多拉星球，如梦似幻。

据悉，《阿凡达》系列的四部

续集是同时投入拍摄的，这在电

影史上还是首次。对于影片的

故事，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说：

“五部电影，有一个完整的巨大

的故事。但是每部电影自身又

是独立的。所以，这其中并不像

是《指环王》一样，你看完一部

之 后 ，时 隔 一 年 还 要 看 另 一

部。” （花花）

《阿凡达2》再现潘多拉星球奇观

本报讯 日 前 ，由 周 杰 伦 监

制，昆凌、曹佑宁、范逸臣等主

演，刘畊宏、王俊凯、周杰伦特

别出演的赛车题材电影《叱咤

风云》发布“飙向巅峰”预告。

预告中，无论是职业赛道上车

队间争分夺秒的竞速比拼，还

是酷炫帅气的街头狂飙、雨夜

漂移，都在不断刺激观众的肾

上腺素。

上映后，该片也凭借一波三

折的故事情节、极具冲击力的

视听效果和触动人心的情感斩

获好评无数。有影迷在对影片

的震撼场面印象深刻之余，更

被其传递的强大力量所打动：

“赛场的精彩比拼，人物的形象

刻画，都很到位。看过影片，不

仅仅是看到炫酷的赛车技术，

更看到了那一颗颗追逐梦想的

心。”

（花花）

《叱咤风云》发布全新预告

《哥斯拉大战金刚》提档至3月26日

本报讯 日前，华纳影业与

传奇影业共同宣布，电影《哥斯

拉大战金刚》北美档期由 5 月

21 日提前至 3 月 26 日，并同步

上 线 流 媒 体 HBO Max。 电 影

中，在怪物横行地球的时代，人

类为未来而战，地球上最强大

的两股自然力量——哥斯拉和

金刚，将会在一个壮观的世纪

之战中发生碰撞。

影片由亚当·温加德执导，

米莉·波比·布朗、艾莎·冈萨雷

斯、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丽

贝卡·豪尔、凯尔·钱德勒、章子

怡、德米安·比齐尔、小栗旬等

主演。

去年，华纳宣布 17 部电影

会在 2021 年流媒体和院线同步

发行，包括了传奇的《哥斯拉大

战金刚》和《沙丘》。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肯尼·盖奇与

德文·唐斯执导，陶奕希、释小松、

陈国坤等主演的电影《出手吧！女

生》宣布预售开启，并同时发布终

极预告。

影片讲述了一个勇敢正义的

女生李响（陶奕希 饰）在遭遇校霸

男生于大宝（释小松 饰）的校园欺

凌后，通过父亲研发的VR设备进

入游戏精进自我、重塑内心，最终

返回现实世界挑战校霸的热血励

志故事。

电影将于 2021年 1月 29日全

国上映。 （花花）

《出手吧！女生》发终极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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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国际影城顺德欢乐海岸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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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8 日，电影《蜂鸟

计划》发布正式预告和人物海报，

影片此前已定档 1 月 29 日。该片

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作品

《战地巫师》导演阮金执导、奥斯

卡提名最佳男主角杰西·艾森伯

格 (《惊天魔盗团》系列，《社交网

络》)、艾美奖得主亚历山大·斯卡

斯加德(《泰山归来：险战丛林》)领
衔主演。

预告中，杰西贡献了超快语速

和超高的说服技巧，而亚历山大则

诠释了“整容般的演技”，脱发程序

员的形象让人不敢辨认这是曾经

那个“行走的荷尔蒙”。

（姬政鹏）

《蜂鸟计划》定档1月29日上映

本报讯 近日，国产片《幸运

电梯》发布剧情预告。该片将于

1 月 22 日影院上映。

影片讲述了遭遇中年危机

的夫妇曹小军（刘亭作饰）与范

文娟（宋梓侨饰）十年婚姻走到

了尽头，离婚前夜两人相约来到

旧居以作最后的了断，不料离开

时却双双被困电梯。一场“电梯

脱险记”伴随一场“龙凤斗”，在

十 平 米 不 到 的 电 梯 里 就 此 上

演，两人历经周折百转千回却

始终未能逃出困境，然而就在

解数已尽之时却迎来了意想不

到的转机。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三吉彩花主

演的喜剧电影《与我跳舞》发布终

极预告片。该片由日本导演矢口

史靖自编自导，三吉彩花携手八城

优、室毅、三浦贵大等日本演技派

明星一同出演，将于1月22日正式

上映。

三吉彩花将在影片中展现出

与之前极具反差的形象，抛掉“国

民女神”的包袱，变身办公室“打工

人”。开朗的笑容、明亮的裙装，散

发出可盐可甜的性格魅力。同时，

三吉彩花将在影片中大展才艺，又

唱又跳，将活力四射、时尚靓丽的

白领OL刻画得入木三分。

（姬政鹏）

《与我跳舞》发终极预告

“密室电影”《幸运电梯》发剧情版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