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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奇幻喜剧系列电影

《博物馆奇妙夜》的衍生动画电影《博

物馆惊魂夜：卡门拉回归》发布预告

及海报，主角再次走进博物馆之夜，

奇遇又一次发生了。

《博物馆惊魂夜：卡门拉回归》聚

焦影版男主角拉里的儿子尼克，他继

承父业，不情不愿地成为了一名博物

馆管理员，而《博物馆奇妙夜 2》里的

卡门拉法老又回来了，想要征服世

界，这一次将会发生怎样的疯狂故

事呢？

据悉，该剧将于 12月 9日上线流

媒体平台开播。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第 34届华鼎奖组

委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第 34届华鼎奖评委会名

单。国际著名策展人、制片人、社会文

化活动家王海歌将担任评委会主席，

美国导演罗伯·明可夫、拉拉贝拉创始

人、七届格莱美奖获得者戈登.威廉姆

斯、原英国BBC CEO Nill Hillary、比佛

利山电影节主席 Frederick Lapenda、
中国导演薛晓璐等六名评委组成国际

评委会，提升华鼎奖的全球权威性与

影响力。

据华鼎奖官方资料介绍，王海歌

担任评委会主席，源于他从事策划电

影奖项十余年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上

千部国际和中国影片的选片、担任多

个电影国际奖项评委履历，也因他长

期以来向世界推广中国电影、在观众

与电影人之间架起桥梁而获得的国际

名声。

（花花）

第34届华鼎奖公布评委会名单

本报讯 漫威新片《银河护卫队3》
发布首支预告（中字），银河小分队集

体回归，新角色亚当术士首次登场，将

于2023年5月5日北美上映。

本片是《银河护卫队》系列的完结

篇，将重点讲述火箭浣熊的故事，导演

也透露故事的结局会很悲痛。预告中

卡魔拉也出现了，故事或许会涉及到

时间旅行的元素。

（花花）

本报讯 日前，天涯明月刀手游授

权合作的新剧《墨白》定档12月1日上

线，该剧由王岩执导，张雪迎、毕雯珺、

郭品超领衔主演。

都市甜宠剧《墨白》主要讲述了菜

鸟玩家陆完完在天刀游戏中因手滑操

作，误把全服第一大神“墨白之间”撞

飞，两人因此结缘，展开了一段线上线

下轻松有趣的恋爱故事。天刀 IP深

度合作《墨白》不单丰富了剧集可看

性，更打造出市场独特的线上线下双

世界设定作品，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

古风+都市、游戏联动现实的跨次元

趣味旅程。

剧中让两人“结缘”的游戏就是大

型武侠题材角色扮演游戏《天涯明月

刀手游》，《墨白》高度保留了游戏中的

场景、道具、角色设定，甚至还有预告

片里呈现的游戏副本、论剑等场景。

（花花）

《墨白》12月1日上线播出

青春电影《夏坠》杀青

《银河护卫队3》首发预告

《龙马！新生网球王子》
内地定档12月23日

本报讯 由周楷宸等主演的青春

成长、家庭剧情电影《夏坠》近日在深

圳杀青。他在片中饰演高三学生钱声

一角，在学校是被老师看不起的“差

生”，但无拘无束的钱声却并不在意别

人的看法。周楷宸与角色的高贴合度

引发大家的期待。

电影由史任飞编剧导演，林博宇

任制片人，曾入围2021年山一女性影

展创投会，讲述了高考前夕，优等生李

知知意外碰落了一个烟灰缸，邻居家

的小女儿因此殒命，她的家庭也因彼

此间“善意的谎言”走向分崩离析……

李知知与钱声两个角色也从不同角度

展现了当代高中优等生与差生的

性格。

周楷宸先后拍摄了惊悚电影《迷

途重生》、悬疑电影《侧面》等，随后，又

在历史抗战传奇电影《四·二九绝地突

围》中饰演了胆小但头脑精灵的炊事

班战士猴子，他表示能参与文艺电影

《夏坠》的拍摄非常开心，自己本身也

很喜欢演文艺片，而钱声这个角色也

像极了自己高中时期的样子。周楷宸

回忆起拍摄中的趣事：“知知和钱声在

泳池里的有场夜戏需要淋雨，剧组工

作人员已经备好了人工降雨的方案，

可当我们要拍淋雨的镜头时，天快微

亮的时候，老天真的下起了大雨。”

（花花）

本报讯 日前，梦工厂动画公布了

新版片头动画，与原版片头动画不同

的是，新版本的片头动画大大增加了

时长。从电影上的“月亮上的垂钓男

孩”拓展到了垂钓男孩和梦工厂经典

动画角色的互动。

在这支长达半分钟的片头中，《鲨

鱼帮》、《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

贝老板》、《魔发精灵》、《怪物史莱克》

等影片中的人物登场亮相，与垂钓小

人互动。与原版相比，这一版全新的

片头动画，显得更加有趣。

梦工厂工作室始建于 1994年 10
月，三位创始人分别是史蒂文·斯皮尔

伯格、杰弗瑞·卡森伯格和大卫·格

芬。梦工厂的动画部门 2004年剥离

出去成立了梦工厂动画公司，其电影

的世界发行曾由派拉蒙负责。2013
年起，梦工厂动画制作的电影由20世

纪福克斯发行。2018年，由于NBC环

球收购梦工厂动画，梦工厂动画制作

的电影将由环球影业发行。梦工厂动

画曾于 2012年在上海成立东方梦工

厂。其名下的知名作品有：《怪物史莱

克》系列，《马达加斯加》系列，《功夫熊

猫》系列，以及《驯龙高手》和《疯狂原

始人》等。

据了解，这一支全新的片头动画

将会在《穿靴子的猫2》中正式使用。

（花花）

梦工厂新版片头动画首次公布

《博物馆奇妙夜》衍生动画发布预告

本报讯 日 本 动 画 电 影《龙

马！新生网球王子》发布定档预

告，将于 12月 23日在中国内地上

映，这也是《网球王子》首部 3DCG
剧场版。

本片由神志那弘志执导，皆川

纯子（越前龙马）、松山鹰志（越前

南次郎）、高桥美佳子（龙崎樱乃）

等配音，2021年9月在日本上映。

故事讲述越前龙马为了精进

球技只身来到美国，在一次街头对

垒中竟意外穿越回龙马父亲的时

代，他得以领略父亲年轻时制霸网

球场的英姿。然而，同行的伙伴龙

崎却遭遇神秘势力的绑架，龙马与

父亲在营救同伴的过程中，意外发

现敌方也是网球高手。

（花花）

本报讯 电影《阿凡达：水之道》

已 确 定 将 于 12 月 16 日 在 全 国

IMAX 影院盛大公映，中国观众将

通过 IMAX 的超大银幕、高清画质、

震撼音响和身临其境的沉浸观影

环境来尽享这一视听盛宴。继惊

艳世界的《阿凡达》之后，传奇电影

人詹姆斯·卡梅隆锤炼打造心血之

作，探秘潘多拉星球的全新疆域，

续写波澜壮阔的史诗故事。中国

观众十二年的等待终得如愿，多年

一遇的顶级巨制将与 IMAX 共同重

新定义大银幕观影体验。

为迎接这部电影，IMAX特别发

布了《阿凡达：水之道》概念视觉。

海报以潘多拉星球的海底秘境为

主题，曾经只存在于想象的外星海

洋生物栩栩如生地游弋于深海一

角，兼具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动人心

魄的美感，令人得以联想潘多拉海

洋世界在 IMAX 影院里将是何等梦

幻神奇。而矗立海底的 IMAX 标志

则和围绕穿行的海兽传递出鲜明

的立体感，凸显 IMAX 大银幕相比

小屏观影无法替代的临场感优势，

让人对 12 月 16 日的 IMAX 盛宴更

添期待。

《阿凡达：水之道》设定于前作

剧情落幕十余年后，众多《阿凡达》

原班人马回归。杰克和妮特丽组

建了家庭，并搬到靠水的地方居住

以避开 RDA 采矿作业的威胁，他们

还收留了一个人类孩子“蜘蛛”。

然而危机未曾消散，萨利一家拼尽

全力彼此守护、奋力求生，开启在

潘多拉海洋秘境的探索历险和史

诗战争。《阿凡达：水之道》将引领

观众前往潘多拉星球此前深藏不

露的水域秘境，深入磅礴壮美的深

海重洋，零距离邂逅前所未见的海

洋生物。

在 IMAX 影院，顶天立地的超

大银幕、高清高亮的画质、震天撼

地的音响等各个环节相辅相成，

在呈现 IMAX 水准的视听品质同

时更营造出极具身临其境效果的

环境，令观众获得如同亲临潘多

拉星球的震撼体验。卡梅隆导演

精心设计、发挥想象的每一细节

都将借助 IMAX 超大银幕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现，观众将仿佛真实

游弋于潘多拉的绚丽海洋之中，

与梦幻巨兽零距离嬉戏共舞，驾

驭两栖海兽纵横于海天之间，更

将在激烈升级的外星战争中收获

嗨爽倍增的观影快感。

（影子）

《阿凡达：水之道》发IMAX海报

《阿凡达2》伦敦举办首映礼

本报讯 近日，《阿凡达：水之道》

在伦敦举办首映礼，导演詹姆斯·卡梅

隆，演员佐伊·索尔达娜、萨姆·沃辛

顿、西格妮·韦弗、史蒂芬·朗、凯特·温

斯莱特等人亮相，电影将于12月16日
全球献映，中国内地同步公映。

早前卡梅隆曾坦言，《阿凡达 2》
全球票房要过 20亿美元才能达到收

支平衡。目前拍摄团队已完成了《阿

凡达 2》、《阿凡达 3》、《阿凡达 4》动作

捕捉部分的拍摄，一共耗费了16个月

的时间。

在这篇名为“全押上”（All In）的

专访文章里，卡梅隆说：“到那时我已

经 89岁了（2043年），显然，我不可能

无限期地拍《阿凡达》电影，这需要大

量的精力。我必须训练某人（接班）。

我不管你作为导演有多聪明，你都不

知道该怎么拍好这个系列。”

（花花）

本报讯 光影浓缩茯茶传奇，丝路

连接秦商记忆。首部以国家级非遗文

化泾阳茯茶为题材的电影《丝路传奇

之十面埋伏》12月 5日在CCTV6电影

频道晚间黄金档首播。该片是“陕西

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主要讲述

了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中转地陕西

泾阳，茯茶和印度红茶为争夺茶路而

演绎出的悲欢离合和民族情结。

《丝路传奇之十面埋伏》是一部闪

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影片，以第二次

鸦片战争为背景，刻画了秦商和泾阳

茶民为捍卫茯茶西进、保卫祖先开创

的丝路中国茶市场，与洋商买办势力

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争。影片以小

见大，用光影浓缩了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遭受的屈辱，通过“不速之客”、“红

茶倾销”、“火烧茶仓”、“中外斗茶”、

“奋起反击”等几场戏，折射出陕西茶

商面对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从而牵引

出国人心中炽热的家国情怀。

此外，影片以多形态、隐匿式的光

影叙事，为观众搭建起一座通往百年

前那个血与火交织的暗暗长夜的桥

梁，构建起了历史语境的多重释放，实

现了民族记忆和爱国精神的共情共

振，并宣扬“一带一路”的合作精神和

时代意义，实现爱国主义影片在新时

代的意蕴扩展和美学提升。

《丝路传奇之十面埋伏》由陕西夏

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陕西西影

数码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外

事学院联合出品，中共陕西省委宣传

部、中共咸阳市委宣传部、中共泾阳县

委宣传部、陕西省艺术研究院、陕西省

喜剧美学研究会、西咸新区泾河新城

瞰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

合摄制。

近年来，西影积极推进精品网络

影视内容创作生产，先后出品了《先

生》、《解忧理发店》、《大话西游之缘

起》、《生死交锋》、《火锅之王》等，联合

出品了《排爆手》、《勇士连》、《我和我

的青春》等十余部作品，后续也将加快

适应新的市场、新的环境，不断创新探

索，推动网络影视优质内容生产及网

络电影产业繁荣发展，为中国电影事

业及网络视听产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支乡）

《丝路传奇之十面埋伏》CCTV6首播

书写茯茶传奇 再现丝路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