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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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任编剧的动画电影《航海王：红

发歌姬》12月 1日起中国内地公

映，截至 12 月 5 日，上映 4 天票

房已突破 8000 万，上映首周折

桂中国电影市场。

影片近日发布 13张水墨风

角色海报。海报仅以红黑双色

着墨，简介的色调搭配张扬的画

风，不但延续了航海王系列本身

的热血气质，更是呼应了影片本

次的红发主题。

令全世界为之疯狂的歌姬·
乌塔。她的身世成谜，歌声却被

誉为“来自别的次元”。而这次，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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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路

海盗、海军、世界各地的歌迷都汇

聚在会场之中。全世界备受瞩目

的歌声即将在此回荡。而故事就

在UTA是“杰克斯的女儿”这一令

人震惊的发现中拉开帷幕。

《航海王》是日本漫画家尾田

荣一郎作画的少年漫画作品，于

1997年7月22日在集英社《周刊少

年 Jump》开始连载，改编的电视动

画《航海王》于1999年10月20日起

在富士电视台首播。 （杜思梦）

本报讯 11月 29日，金狮国际广

告影片奖成功落下帷幕，作为荣耀手

机广告片《眼神杀》的女主角杨恩又

斩获最佳女主金奖。据悉，在此之前

杨恩又凭借电影《人生大事》中武小

文一角成功入围今年第 35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眼神杀》的故事并不复杂，讲述

了一个小女孩（杨恩又 饰）渴望和妈

妈相处而不被打扰的小心思，从小孩

子的视角出发，在和妈妈的手机斗智

斗勇的过程中，带出了产品功能点。

短片中杨恩又自然流畅的表演赢得

了评委及观众的一致好评，表示：“眼

神很到位”、“故事线有趣，小演员的

演技真好，很有代入感”。

作为今年刚被大众熟知的童星

演员，杨恩又可谓是一匹“黑马”。

2013年出生的又又 5岁就开始演戏，

其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不仅票房

与口碑双丰收，又又还凭借此片获得

今年第 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

主角提名。在电影中，杨恩又将叛逆

又懂感恩的“小哪吒”演绎得活灵活

现，与朱一龙的诸多对手戏，都直戳

观众心窝，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人生

大事》监制韩延曾称赞道：“她是我碰

到过的最好的小演员。”此外，杨恩又

参演的《妈妈！》、《三悦有了新工作》

等影视作品也获得了不俗的口碑。

据悉，杨恩又已完成多部影视作

品的拍摄，期待能在大银幕上看到更

多又又的精彩作品，期待又又用演技

开拓自己的未来之路，凭借演技实力

得到更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 （影子）

本报讯 近日，传奇影业与索尼

影业建立了全球电影发行合作伙伴

关系。据报道，传奇影业与索尼影业

达成协议，传奇出品的电影将由索尼

负责全球（不包含中国大陆）发行和

销售，传奇影业旗下的传奇东方将继

续负责中国大陆发行和销售。

此合作协议不包括《沙丘》、《哥

斯拉》系列影片，2023年的《沙丘2》及
档期待定的《哥斯拉大战金刚2》依然

由华纳负责宣传和发行。

此外，索尼也负责影片的家庭娱

乐和电视点播服务，由于索尼没有流

媒体，传奇将继续和其他公司合作线

上发行，如前不久与网飞一同推出了

《福尔摩斯小姐2》。 （花花）

本报讯 日本导演新海诚的新作

《铃芽的门锁》自11月11日在日本上

映以来，已连续三周独占日本电影排

行榜冠军，上映17天总票房突破62.2
亿日元，累计观影人数已达到 460万

人次。影片更是已经超越了新海诚

之前《你的名字》、《天气之子》两部作

品的同期票房。

《铃芽的门锁》是新海诚继《你的

名字》、《天气之子》后，第三部和灾难

题材相关的电影，影片讲述了生活在

日本九州田舍的 17岁少女铃芽遇见

了为了寻找“门”而踏上旅途的青年宗

像草太，同时还有一只神秘的白猫

DAIJIN现身。在白猫的诅咒下草太

变成了一把椅子，铃芽因此接下草太

之托，踏上了关闭“灾难之门”的路途。

影片两位主角分别找来原菜乃

华和松村北斗配音，影片除了奇幻结

合纯爱的元素，以各种令人屏息着迷

的视觉美术效果展现的日本各地风

光都是亮点所在。 （花花）

本报讯 由美国传奇影业出

品，烂番茄新鲜度 94%，Netflix上

线首周就荣登网飞本周全球十

大英语电影榜单榜首的悬疑冒

险犯罪电影《福尔摩斯小姐：伦

敦厄运》近日全网上线，并同步

发布终极预告。

影片由“小 11”米莉·波比·
布朗领衔主演，饰演古灵精怪的

神探伊诺拉·福尔摩斯，带领观

众开启一场全新的冒险之旅。

终极预告中，信息量巨大，满满

的英伦复古风下暗藏玄机，致命

阴谋也初显端倪。此次，海伦

娜·伯翰·卡特饰演的“妈妈”登

场，与伊诺拉展开一场精彩的刺

激合作。母亲对于伊诺拉“特

殊”的培养和引导，使得伊诺拉

身上有着与“维多利亚时代”大

多数女性俨然不同的气质，她拥

有独立人格并且善于思考。母

女俩形同队友的关系引发了网

友的热议：“妈妈才是对伊诺拉

影响最大的人”，“最强帮手终于

来了”。此外，戛纳电影节影帝

大卫·休里斯的出演更是领观众

惊喜万分：“贝拉和卢平这次会

打架吗？”，“太期待了，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贝拉和卢平合体”。海

伦娜·伯翰·卡特和大卫·休里斯

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分别

饰演，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

奇和莱姆斯·卢平，深受国内外

观众的喜爱。 SCREENRANT 更

发表文章评论《福尔摩斯小姐：

伦敦厄运》为：“延续了后哈利波

特时代演员的辉煌趋势。”

电影《福尔摩斯小姐：伦敦

厄运》改编自作家南茜·斯普林

格的系列小说《伊诺拉·福尔摩

斯谜案》，该系列作品曾荣获埃

德加·爱伦·坡奖提名。南茜·
斯普林格的创作动机就是想通

过一个女性角色，去描写柯南·
道尔笔下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

的社会风貌。影片中对女性话

题的关照好评热潮，CULTURE⁃
VULTURES（文化秃鹫网站）发

文表示：“《福尔摩斯小姐：伦

敦厄运》是一个火热的女权主

义 故 事 ”，并 给 出 了 8 分 好 评

（满分 10 分）。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电影《沼泽深

处的女孩》发布“法庭陈述”片

段。影片改编自由迪莉娅·欧文

斯创作，全球销量超 1200万册的

现象级小说《蝲蛄吟唱的地方》，

讲述了一个美得令人心碎、有关

爱情和成长的故事。从小遭到家

人遗弃的女孩基娅在沼泽地里独

自长大，她受尽当地居民的排斥

与嘲笑，关于她的流言荒诞不

堪。伴随着两个小镇青年的意外

闯入，基娅迸发了对爱情的渴

望。当小镇公子哥蔡斯的尸体在

沼泽中被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将

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基娅，孤立无

援的基娅面临甚嚣尘上的传言，

最终被指控为谋杀的嫌疑人。

在小镇其他人都对基娅指

指点点的时候，好心的小镇律师

汤姆·米尔顿挺身而出，成为基

娅的辩护律师。片段中，律师汤

姆在陪审团给出最终判决之前，

为基娅做最后的申辩。他毫不

避讳地指出小镇居民对基娅的

偏见、排挤，坚定地以事实反驳，

“她不过是一个从小独自在沼泽

中求生的女孩”。他从自省的角

度，拷问小镇民众的灵魂，“我们

排斥她就因为我们觉得她是一

个异类”。同时，律师又以专业

的素养提醒陪审员，不要因为基

娅与其他人的格格不入而带有

偏见，要基于事实证据而非偏见

来判断她是否有罪。饰演律师

的大卫·斯特雷泽恩曾获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提名，这个片段不仅

表演细腻扎实，也借用律师的辩

白，对小镇居民的偏见予以大胆

反击，以法律维护边缘人群的权

益，极具现实意义，发人深省。

电影《沼泽深处的女孩》全球票

房已突破 1.4亿美元。 （杜思梦）

本报讯 正在全国热映的经

典电影《放牛班的春天》4K 修复

版发布“第一堂课”正片片段。

影片讲述了在 1949 年的法国乡

村，怀才不遇的音乐家克莱门

特·马修来到一间专门为“问题

少年”设立的男子寄宿学校，名

为“池塘之底”，校长对学生们残

暴施压，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

性格友善的马修决定用音乐来

打开孩子们封闭的心灵，用人性

的 光 辉 照 耀 并 影 响 了 这 群 孩

子。故事治愈满满，影片自上映

以来便收获观众的大量好评。

观众纷纷表示：“好电影总能给

人带来思考”“在电影院欣赏孩

子们的天籁之声太治愈了”。

片段中，马修老师的第一堂

课，就遭到坏孩子们的戏弄，公

文包被勒凯雷克抢走，在捣蛋的

学生之间抛来抛去。随后，听见

吵闹声的校长推门而入，

而马修却将孩子们的戏弄

隐瞒下来，让勒凯雷克免受校长

的惩罚。习惯了体罚的孩子们

第一次感受到包容，紧闭的心门

第一次被马修敲响，他们惊讶、

不知所措，在校长走后窃窃私

语，所有人都讨论着这位与众不

同的新老师。

马修老师的理解和宽容令

无数网友动容，更有网友留下走

心评论：“这对于老师来说可能

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对于被包容

过的孩子真的会记一辈子。好

的老师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堂关于爱

和理解的必修课。”

影片上映后，不仅口碑成绩

同档期持续领跑，热度也是持续

攀升，在各大平台引发网友的热

烈讨论。很多观众观影后纷纷

表示自己会再“二刷、三刷，好电

影看多少遍都不会腻”。更有影

迷热情表白：“希望更多人能看

到这么优秀的作品，我们都欠马

修老师一张电影票。”不少影迷

感触颇深：“这部电影教会了我，

被爱的人才会有给予爱的勇气

和力量。”还有网友表示想和最

爱的人一起来看：“好的东西都

想留给爱的人，这么经典且治愈

的电影当然要带她来看了。”每

个观众都能从中收获到不同的

感悟，这便是一部好电影的真正

价值。

（杜思梦）

2022金狮国际广告影片奖揭晓

“小哪吒”杨恩又获最佳女主金奖

本报讯 华纳与探索公司合并

后，新任掌门人大卫·扎斯拉夫一直

致力于开发旗下的大型 IP。日前，

有报道称，他有计划要重启多年前

的未竟之作《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

孩子》。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是

一出舞台剧，2016年首演，说的是《哈

利·波特》大结局19年后，他的小儿子

阿不思·西弗勒斯·波特用时间转换

器回到三强争霸赛，本想拯救塞德里

克·迪戈里的生命，结果导致历史改

写、魔法世界大乱。这部舞台剧并非

《哈利·波特》官方的续集，只是一部

被官方承认的同人作品。不过，该剧

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情节紧凑、故

事完整，娱乐性也很强，在哈利·波特

迷中的地位也很高。

在该剧首演之后，华纳就希望能

将其搬上银幕。从外部的条件来看，

目前拍摄《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

子》条件已经成熟，华纳希望能将本

剧拍摄成一部上下集的影片，毕竟原

版的舞台剧长达5小时。

目前，该片还处在筹备阶段。

（花花）

本报讯 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蜘

蛛侠：平行宇宙》续作《蜘蛛侠：纵横

宇宙》近日发布全新剧照，“小黑蛛”

迈尔斯露正脸帅气登场，身穿厚重臃

肿外套，头戴红色卫衣帽，人群中显

得格格不入，引起路人注目。

此前，制片人菲尔·洛德在采访

中透露，该片将有 6种不同的动画风

格，并表示这部电影打造多个时空多

元宇宙平行时空的恢弘世界观的野

心就是让观众惊叹。

故事以漫威漫画人物少年迈尔

斯·莫来莱斯（沙梅克·摩尔 配音）为

主角，讲述了这位少年在与强大邪恶

势力斗争中不断成长，并最终成为蜘

蛛侠群体中一员的故事。该片已定

档2023年6月2日北美上映。

（花花）

索尼与传奇影业达成全球宣发合作协议

《铃芽的门锁》日本票房破62亿日元

《蜘蛛侠：纵横宇宙》发布全新剧照

华纳计划重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

动画《航海王：红发歌姬》曝光水墨风角色海报

4K修复版《放牛班的春天》“第一堂课”片段引网友动容

《沼泽深处的女孩》发“法庭陈述”片段

《福尔摩斯小姐：伦敦厄运》全网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