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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原作尾田荣一郎担

任总制片，谷口悟朗执导，黑岩勉

任编剧的电影《航海王：红发歌姬》

将于 12月 1日全国上映，近日发布

“以家人之名”终极预告和中国风

终极海报。影片自定档以来全网

热度居高不下，霸榜多平台热搜，

截至 11月 28日 21时，猫眼淘票票

双平台想看破 92万，预售总票房

破 1260万，“海米们”纷纷表示，12
月 1日必须呼朋唤友一起去影院

狂欢。

最新发布的终极预告揭开乌

塔身世之谜，强烈的冲突和揪心的

情感让观影好奇心暴涨；终极海报

则以充满戏剧张力的角色站位和

丰富张扬的色彩传达着影片独具

一格的美学特色。两款物料齐发，

让人不禁好奇路飞、杰克斯、乌塔

三人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神秘故事。

歌姬乌塔身世之谜揭开

红发杰克斯为家人而战

终极预告讲述了乌塔成为世

界歌姬的蜕变之路，乌塔小时候和

红发海盗团温馨相处的场面，以及

长大后和杰克斯因误会而决裂的

跌宕情节牵动人心。预告中也释

放了乌塔极具爆发力和穿透力的

歌声，是让人一听就知道无愧于

“歌姬”这个称号的燃烧着激情的

歌喉，可谓过耳难忘。同时，小路

飞也在其中惊喜登场，萌化观众。

草帽团和红发团的全员回归情怀

满分，观众纷纷期待能在影院看到

路飞和杰克斯并肩作战的画面。

预告结尾乌塔回首说“再见”的场

景更是引发一众海米对电影走向

和结局的猜测。

终极海报聚焦路飞、杰克斯、

乌塔三人之间的关系，路飞手持草

帽，杰克斯手握利剑，呈战斗姿态，

乌塔身处漩涡中心放声高歌，一场

为伙伴和家人的高燃大战一触即

发。海报中水墨风的笔触给影片

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中国风和热血

漫实现了完美融合，相得益彰。大

银幕的狂欢即将拉开帷幕，充沛的

情感力量、炸裂的打斗特效、沉浸

式演唱会体验……各种高燃元素

的结合将给到场的观众呈现酣畅

淋漓的视听盛宴。

“海米”自发组团购票

12月必看电影热血狂欢

“等三年了，首映必须冲！”、

“12月 1号去影院燃一把”……影

片预售开启后获得了粉丝们的热

烈响应，许多“海米”自发组团号

召朋友一起购票观影，看《航海

王：红发歌姬》成为 12 月必做的

第一件事。更有影迷克服万难寻

觅场次，不惜跋山涉水到偏远的

影院和伙伴相聚，只为在大银幕

共赴狂欢，这和航海王的冒险精

神不谋而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这不仅是动画，更是我的整个青

春”。

影片的 14款电子票根在猫眼

一经上线就获得了影迷们的喜爱，

掀起全民晒票根邀约观影热潮。

“杰克斯太帅了，给红发个面子”、

“好想集齐一套送给朋友”、“影片

好用心，仪式感满分”……距离上

映还有两天，影迷们已经按捺不住

兴奋，迫不及待想去观影。“我要当

高等海米，伙伴们影院见”，“我的

装备都准备好了，就准备去影院过

节”。这部关于梦想和爱的影片，

将给观众带来度过寒冬的勇气，因

为，你是我的伙伴！

《航海王：红发歌姬》由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译制，将于 12月 1日上映，预售

正在火热进行中。

预售总票房超1200万
《航海王：红发歌姬》
终极海报预告双发

《航海王：红发歌姬》（日本）

歌姬·乌塔将举办演唱会并第一

次露出庐山真面目。为了欣赏她的歌

声，路飞率领的草帽一伙，以及世界各

地的歌迷都汇聚在会场之中。

上映日期：12月1日

类型：动画/动作

编剧：黑岩勉/尾田荣一郎

导演：谷口悟朗

出品方：日本东映动画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股份

《小小乔》（英/德/奥地利）

爱丽丝发明了一种花朵，人们能

时常跟它说话，这棵植物就可以让它

的所有者开心起来。但随着花朵生

长，爱丽丝越来越怀疑“小小乔”也许

并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无邪。

上映日期：12月2日

类型：剧情/科幻

编剧：格拉丁·巴贾德/杰茜卡·豪

丝娜

导演：杰茜卡·豪丝娜

主演：艾米丽·比查姆/本·卫肖/

利安娜·贝斯特

出品方：Coop99 Filmproduktion等

发行方：华夏电影

本报讯《熊出没》系列第九部电

影《熊出没·伴我“熊芯”》发布首款海

报，熟悉的熊强组合与奇思妙想的机

器人亮相。影片宣布计划于 2023年

春节上映。

据悉，这部电影讲述熊强卷入了

“铁甲怪”抢劫团的绑架事件，意外发

现有个和妈妈长得很像的白熊。因当

年被妈妈抛弃而无法释怀的熊大，冒

险途中认出白熊就是妈妈。随着反派

浮出水面，熊大得知了当年的真相，最

终敞开心扉，相信妈妈的爱。

首款海报也将欢乐氛围拉满：熊

大熊二光头强被困在粉红色机器人海

洋，无数神态各异、表情逗趣、闪闪发

光、可爱软萌的万能机器人将他们团

团围住。熊大、光头强二人被挤到表

情“变形”，夸张有趣，而一向乐天派的

熊二则喜笑颜开，似乎与机器人打成

一片，乐在其中，故事也在这一片欢乐

气氛中延展开来。

熊大、熊二、光头强自 2014年首

次在大银幕亮相以来，已陪伴中国万

千家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新春团

圆，影片在传递欢乐的同时，也深植亲

情与亲情等共通情感。过硬的质量，

超好的口碑，欢乐的熊强组合，已成为

中国家庭在春节期间必看的合家欢电

影。系列影片的第8部《熊出没·重返

地球》还刚刚荣获第35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美术片奖，得到了专家与观

众的肯定与好评。 （花花）

本报讯 悬疑冒险犯罪电影《福尔

摩斯小姐：伦敦厄运》宣布将于 11月

30日全网上线，并发布定档海报及定

档预告。此次时隔两年，“小 11”米
莉·波比·布朗与“大超”亨利·卡维尔

组成的跨次元福尔摩斯兄妹悉数联手

破案，智商赛高，将带来一场别开生面

的全新破案之旅。

影片由美国传奇影业出品，艾美

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金球

奖得主哈利·布拉德比尔执导并编剧，

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托尼奖

得主杰克·索恩共同参与编剧，米莉·
波比·布朗领衔主演。

最新发布的定档预告中，伊诺拉

事务所开张营业。但人们对于女性的

世俗偏见，让伊诺拉在追求梦想的道

路上屡屡碰壁，成为一名女侦探并没

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在她心灰意

冷时，一名小女孩找上门，请求伊诺拉

帮忙寻找消失的姐姐。这个看似简单

的失踪案，又似乎与让哥哥夏洛克头

疼的案子有关联。福尔摩斯兄妹联手

破案，难度直线上升，一切线索都扑朔

迷离。

定档海报也同步发布，“天才妹

妹”伊诺拉、“神探哥哥”夏洛克、“少年

伯爵”蒂克斯伯里三位主角登场。伊

诺拉紧握双拳蓄势待发，眼神坚定饱

涵女性力量。夏洛克眉头紧皱，让人

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谜团，能难

住大名鼎鼎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

斯。海报右下角的火柴盒和“伯爵”蒂

克斯伯里手中的火苗，似乎在暗示什

么。每一次燎原的大火开始时，都只

是一支小小的火苗，在这场烧脑的破

案之旅中，每一个线索都不容错过。

繁华的伦敦城中危机四伏，看高智商

女侦探惊险“破局”。

电影《福尔摩斯小姐》系列改编自

作家南茜·斯普林格曾获得埃德加·爱

伦·坡奖提名的系列小说《伊诺拉·福

尔摩斯谜案》。前作讲述了夏洛克·福

尔摩斯的妹妹伊诺拉，在母亲失踪后

前往伦敦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

之旅。她通过自身的力量和觉醒、在

亲情中获得动力、在爱情中学会成长，

最终找到了自我，成为了一名私家侦

探。今日发布的定档海报中，众多角

色齐登场，人物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解

谜难度直线上升，故事更加烧脑更加

刺激。 （杜思梦）

《福尔摩斯小姐》第二部定档11月30日

本报讯 11月 23日，《阿凡达：水

之道》（简称《阿凡达 2》）宣布将于 12
月 16日中国上映，同步北美。据悉，

《阿凡达 2》片长为 190分钟，超过 3小

时，将以 Cinity 3D，IMAX 3D，Dolby
3D，中国巨幕 3D和普通 3D全版本登

陆内地各大院线。

《阿凡达 2》仍由詹姆斯·卡梅隆

执导，故事设定于上一部影片的剧情

落幕十余年后，杰克和奈蒂莉组建了

家庭，他们的孩子也逐渐成长，为这个

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然而危机未曾

消散，萨利一家拼尽全力彼此守护、奋

力求生，最终来到潘多拉星球临海的

岛礁族寻求庇护。岛礁族首领特诺瓦

里与罗娜尔为萨利一家提供了庇护

所，这个部族的成员都是天生的潜水

好手，也和海洋中的各种生物建立了

密切联系。

作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系列

之一，《阿凡达》在2009年上映后便在

全世界引发现象级热潮，以近30亿美

元的票房称雄全球票房榜。续作《阿

凡达 2》的重点是水下戏份，卡梅隆称

要在水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动作捕

捉，克服了许多技术难关。

正如詹姆斯·卡梅隆所说，《阿凡

达》自问世以来就在引领电影技术的

革新，而《阿凡达：水之道》将继续挑战

大银幕艺术的极限，运用3D技术呈现

前所未见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全面升

级的视觉特效、精心打磨的剧情、更多

奇妙生物与美景。 （花花）

本报讯 第 25部《名侦探柯南》剧

场版《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正

在全国热映，票房破亿。影片近日发

布“清醒的毛利小五郎”片段，曝光惊

天“猛料”：毛利小五郎对麻药免疫。

而清醒的毛利侦探无法忍受伤口剧

痛，场面极度搞笑，被很多观众奉为

“年度最佳爆梗”。

电影发布的“清醒的毛利小五郎”

版片段中，毛利小五郎探案过程中负伤

住进医院，万万没想到病还没治好，却

被医护人员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毛利

小五郎竟对麻药有抗药性！免疫麻药

的毛利侦探疼得在床上像小孩子似的

嗷嗷乱叫，根本控制不住，场面失控又

搞笑。由于长期被柯南的麻醉针变成

“沉睡的毛利小五郎”，之前就有粉丝

“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只是没想到在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中做实了

“后遗症”问题，观众纷纷感叹“今年最

佳：毛利小五郎对麻药免疫”，“被毛利

小五郎麻药免疫笑死”。片中每个角色

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超多满分细节让

人很难不爱，“安室好酷！松田好帅！

高佐好甜！新兰也好甜”，“又热血又好

笑又可爱！太好看了！真的很爱！我

要看100遍”，“警校五人组永远的意难

平，被合力营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

少观众都怒赞这一次电影让他们找到

了早期柯南剧场版那味儿，“很久没在

剧场版这么激动了，看完真的想二刷三

刷的程度”，“这一次简直就是重回巅峰

了好吗”。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与索尼3000影视公司联合出品，改

编自全球“现象级”畅销小说的女性必

看爱情成长佳作《沼泽深处的女孩》正

在热映。近日，影片发布“野蛮生长”

特辑，“野女孩”基娅自由坚韧的成长

故事震撼人心。

特辑以基娅的视角回溯她曲折坎

坷的成长经历。父亲家暴、母亲和哥

哥姐姐相继离家出走，孤苦无依构成

了基娅的童年底色。她只能依靠自

己，在沼泽深处艰难求生。多年以来，

离群索居的基娅被镇上的人视为异

类，一直遭受排挤和偏见。而独自生

存的经历也让基娅可以不受世俗的规

训，聆听自然法则的指引，学会自主选

择，也学会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勇于反

抗，甚至以主动攻击的方式来保护

自己。

《沼泽深处的女孩》改编自迪莉

娅·欧文斯创作的现象级小说《蝲蛄吟

唱的地方》，影片讲述了一个美得令人

心碎、有关爱情和成长的故事。截至

目前，影片全球票房已突破 1.4亿美

元，荣登 2022 爱情电影全球票房冠

军，口碑也是一路坚挺，爆米花指数稳

步升至97%，豆瓣评分7.7。
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后，观众纷

纷打出高分。许多女性观众评价道，

基娅就像是一面镜子，她在家庭、爱

情、社会中的遭遇，折射出很多女性当

下的困境，女性观众太能懂基娅一路

走来的不易。有观众直言“好久没有

见过这样的好电影了，看到最后几乎

泣不成声”。也有观众大赞基娅在逆

境中不服输的劲头让人深受鼓激励鼓

舞，“女主从孤女一路逆袭，最终坐拥

事业与爱情还有一大片地，这就是女

性的力量。”此外，影片惊艳的画质、唯

美的音乐和身临其境的沉浸感，也被

观众赞“大银幕专属电影”。（杜思梦）

《沼泽深处的女孩》发“野蛮生长”特辑

本报讯 11月 25日，动画电影《忍

者神龟：崛起》曝光“超能神龟”首秀片

段，几位大家熟悉的“神龟英雄”纷纷

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在片段中，神龟李奥依仗着自己

的超能力想要单独行动，抓捕坏人，狡

猾的河马在街道上开车飞驰，给神龟

们造成极大的阻碍。

当发现被偷的宝物后，李奥又着

急抢功，最终以鼻青脸肿的代价“创

造”出独门招式“传送门斩”，可爱的样

子引人发笑。影片已于 11月 19日在

中国内地上映。

（花花）

本报讯 日前，电影《无间道》“三

部曲”香港重映发布新宣传物料，刘德

华、梁朝伟等人纷纷出镜，影迷们熟悉

的台词再次出现。

从2002年至2003年，电影《无间道》

“三部曲”接连推出。刘德华饰演的香港

黑帮成员听从老大吩咐，加入警队成为

黑帮卧底。同一时间，梁朝伟出演的警

察学校学员进入黑帮成为警方卧底，一

场精彩的清除卧底的对决逐渐展开。

刘德华与《无间道》的故事并未完

结，此前，在腾讯视频影视年度发布会

上，由刘德华监制的《无间道》新系列

电影被曝正在创作中，有望在2022年
年内开机。 （花花）

《熊出没：伴我熊芯》定档2023春节上映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发布“清醒的毛利小五郎”片段

《阿凡达2》12月16日中国内地上映

《无间道》“三部曲”即将在香港重映

《忍者神龟：崛起》发布“超能神龟”首秀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