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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主夫》

因一场电梯意外，胡铁男意外进

入一个“错位”世界，在“鸡飞狗跳”的

生活中体验了真正的“换位”，终于从

对妻子的忽视逐渐变成感同身受，明

白了妻子的默默付出与不易，明白了

“爱”的真义……

上映日期：12月31日

类型：喜剧

编剧：张琦 / 朱珠 / 田晓威 / 张思阳

导演：张琦

主演：常远/李嘉琦 /魏翔/王成

思/郭祥鹏

出品方：猫眼微影/淘票票等

发行方：猫眼微影

《西游记之七十二变》

孙悟空为了拯救终年无雨的花

果山，孤身前往只招收神仙学员的仙

法学院——三星洞，拜师菩提老祖学

习变化无穷的仙术。求学期间孙悟

空除了交到一群肝胆相照的好友外，

还发生了很多欢乐有趣、啼笑皆非的

故事。

上映日期：12月30日

类型：动画/奇幻

编剧：萨里

导演：覃劼

出品方：环界影业/东胜神州动画

发行方：猫眼微影/华夏电影

《橡树餐厅》

为争夺一本美食秘籍，老鹰大王

逼迫灰鸟去餐厅做服务生，却激发了

灰鸟成为厨师的渴望，一场美食大赛

让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上映日期：12月31日

类型：动画

导演：李金保

出品方：合肥橡树动画/合肥漫

联影业

发行方：合肥橡树动画

腾讯视频2022年热播剧
历史现实题材交相辉映

本报讯 今年，腾讯视频陆续热播

了《狮子山下的故事》、《县委大院》等

多部主流叙事作品，同时在剧集市场

取得亮眼成绩。从年初的《开端》、《余

生，请多指教》到暑期热播的《梦华

录》、《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再到《昆

仑神宫》、《爱的二八定律》等各种题材

类型的热播大剧，反映了腾讯视频在

剧集制播领域的多年积累。

多类型多题材满足观众需求

文化产业，创新为王，这句话老生

常谈，但往往知易行难。创新几乎是

今年每部高分剧集的标配，无论是对

新题材的大胆开拓，还是对既有题材

的新鲜加工。

一些剧集以对电视剧领域久未尝

试的题材进行创作而先声夺人。2022
开年，无数观众都在为《开端》的“循

环”着迷；坐公交、卡农手机铃声、“锅

姨”“准备药检”成了“爬山”之后全新

的话题梗……时间循环短剧《开端》开

年一经上线，就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开端》不仅在科幻的基础上，融入了

悬疑的元素，更将现实主义色彩贯穿

始终。该剧彰显了一种属于平凡人的

力量，这种现实和温暖的内核触动了

观众的心，这也正是这部剧受到欢迎

的原因。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称赞该剧

创造了一个中国式循环叙事的新样

本，认为这部作品具有开拓性。

除了《开端》等创新题材的作品，

腾讯视频还播放了兼具人文厚度与时

代情怀的主流叙事作品，比如以小见

大聚焦人们在香港打拼奋斗的《狮子

山下的故事》，讲述县委书记梅晓歌和

同事们奋斗基层的《县委大院》等，都

用扎根生活的故事，承载和映射了现

实的大情怀。

年底热播的《县委大院》从基层干

部，到新入职的公务员，从企业开发

商，到小作坊主，再到普通工人，该剧

意在以散点白描呈现基层百态。据

介绍，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

深入一线体验调研，众多真实人物和

素材的积累提炼，最终为观众展示一

个了解中国广袤县域的影音窗口。

《县委大院》以一些叙事单元，围绕着

主要事件展开，互相交织，呈现出以

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折射大时

代的创作路径。

在现实题材方面，暖愈系的情感

剧《余生，请多指教》通过女主在成长

过程中与家庭和解的故事，引导观众

对传统关系进行思考；都市情感剧

《欢迎光临》、《欢乐颂 3》、《爱的二八

定律》等剧集聚焦当下社会热门议

题，引发关注。在古装内容板块，《星

汉灿烂·月升沧海》、《梦华录》、《且

试天下》、《说英雄谁是英雄》等剧集，

涵盖家庭、女性励志、侠义等不同题

材类型。

打破古装的僵化套路

“剧N代”持续给力

女性古装励志剧《梦华录》今年 6
月在腾讯视频开播，豆瓣评分最高达

8.8分，获得口碑热度双丰收。《梦华

录》打破“僵局”靠的是古装的壳，现代

的核：三个身份普通的女子在各自经

历婚恋挫败后，携手将小茶坊一步步

经营成大酒楼的故事。这样的设定，

既符合观众对古装励志剧的类型期

待，也契合当代女性的生活和情感体

验。顾盼儿、孙三娘、宋引章，每个人

都有成熟的人设、鲜明的性格及真实

自洽的行为和台词；到合伙创业阶段，

更能看出她们朋友之间的相互成就，

愿意为彼此遮风挡雨，护彼此于周

全。同时也将他们既努力谋生，又渴

望谋爱的心境诠释得也很到位。

不仅如此，《梦华录》能够获得观

众认可，在于另辟蹊径，融入茶百戏、

蹴鞠等市井风情，以服饰、器具、食物

等细节还原了富有烟火气息的生活图

景，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化

内涵带给观众堪称惊喜的收获。

在暑期档播出的《星汉灿烂·月升

沧海》热度也是屡创新高，一个个性格色

彩鲜明的人物，对家庭相处中真实细节

的还原，轻喜的“宅逗”风格极具差异化，

打破了观众对古装家庭剧的固有印象，

在古装剧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导演

费振翔对镜头的拿捏很强，在家长里短

中为人们呈现出一幅古风美学画卷。

此外，9月开播的“鬼吹灯”系列

《昆仑神宫》也不负众望，为观众带来

很多惊喜。熟悉的“铁三角”延续冒险

精神，默契升级。剧中的戈壁、草原、

雪山等都是实景拍摄，辅以特效，带来

了质感上乘的视觉冲击。从《龙岭迷

窟》壮阔粗犷的陕北高原，到《云南虫

谷》潮湿茂密的热带雨林，再到《昆仑

神宫》巍峨高耸的雪域高原，“鬼吹灯”

系列硬核冒险与自然风光结合的特色

一脉相承，共筑了此系列独有的质感

与亮点，该系列稳定的输出也让观众

对后续作品更加期待。 （赵丽）

本报讯 12月25日，悬疑犯罪电影

《消失的她》作为闭幕影片在第四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次观影活动。

映后监制陈思诚、导演崔睿、演员文咏

珊现身与全国首批观众交流互动，现

场观众评价道：“多重反转秀到头皮发

麻！”。当日电影还发布了“暗流涌动”

30秒无台词预告。影片由陈思诚监

制，崔睿、刘翔执导，朱一龙、倪妮、文

咏珊领衔主演，杜江特邀主演。

国内首批观众对《消失的她》评价

颇高：“有艺术表达又不乏商业属性，故

事扎实不故弄玄虚反转合理，陈思诚的

悬疑片太对味了！”对于热情的反馈，陈

思诚在映后交流中回应道：“我和团队

会继续深耕类型片领域，提升观众对国

产类型片的信心，努力将他们留在电影

院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干的事”。

主演文咏珊也来到了观影现场，

其饰演的李木子张力十足，重场戏勾

人心弦，映后影迷特意献花并告白：

“李木子神秘美丽，就像这束红玫瑰一

样危险又令人惊艳。”

同日，影片发布“暗流涌动”预告，

不仅李木子充满双面反转魅力，何非（朱

一龙饰）、陈麦（倪妮饰）、郑成（杜江饰）

同样展现出颠覆性的角色气质。预告

全程无一句台词，通过快速剪辑的镜头

营造出极致的悬疑氛围。寻妻丈夫和

回归的妻子时而无助时而狂躁，金牌律

师、华人警察看似正直而微表情又暗含

深意。演员们靠眼神疯狂飙戏，善恶难

分真假难辨，留下诸多悬念。

《消失的她》聚焦于一起关于“她”的

失踪案件，改编自前苏联电影《Lovushka
dlya odinokogo muzhchiny》，由北京壹同

传奇、上海淘票票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2月 20日，由梦工场动

画打造的动画电影《穿靴子的猫 2》于

北京环球影城举行中国首映礼。观影

嘉宾和业界媒体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

院里观看影片，并在映后纷纷给出好

评。活动现场令人惊喜的主题光影秀

和舞蹈表演，为来宾们打造了一场精

彩绝伦的冬日视听盛宴。

中国首映礼当天，环球城市大道

电影院布置一新，影院门口惊现一座

2.7米高，晶莹剔透的靴猫冰雕，完美

还原电影中它的生动形象。雕像高举

长剑，潇洒帅气，吸引来宾们纷纷与这

座“限量版”帅气冰雕打卡合照。影院

内更是满满的靴猫元素——地毯上的

猫爪印，沿路的“友谊铁三角”人偶，以

及主角萌翻众人的大眼海报。

当晚，来宾们来到好莱坞大道尽

头，观赏了靴猫主题的缤纷星愿秀

——巨大的靴猫剪影出现在圣诞树

上，一段影片中动感的弗拉门戈舞迎

来现场叫好连连。热闹的人群簇拥着

圣诞树，树顶的许愿星闪亮无比，仿佛

映照着每一个人的美好心愿，将冬日

寒冷一扫而光。

两位特邀嘉宾在首映礼上分享了

难忘的观影体验。中国传媒大学动画

与数字艺术学院动画系主任、国内影

视动画技术专家艾胜英对本片的高能

动画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影片中抽

帧、“三渲二”等动画技术独具创新性，

值得尊重。他也表达了对梦工场动画

后续作品的期待：“有趣的童话设定适

合所有有梦想的人观看！”

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也对本片的暖

心故事进行了剖析：“这是一部非常

适合当下的电影，面对危险来临，能接

受局限、激活勇气，把日子过好！”同

时，李松蔚表示喜欢小金这个角色，并

将小金的经历与原生家庭问题进行了

解读。他也期待带女儿一同再次观看

《穿靴子的猫2》，相信能从这部电影中

受益良多。

映后采访中，影片收获观影嘉宾

一致好评。不少观众认为《穿靴子的

猫2》是一部暖心大片：“这是一个关于

失去和寻找、恐惧和勇气的故事，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收获感动和力

量！”12月23日，影片已正式登陆中国

影院。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韩庚、郑恺领衔主演的

都市爱情轻喜剧电影《前任 4：英年早

婚》12月25日在成都正式开机。该片

由华谊兄弟、新圣堂影业（天津）出品，

“前任”系列导演田羽生执导，除韩庚、

郑恺外，于文文担纲特别主演，曾梦雪

出任主演。

开机仪式上，导演田羽生、演员郑

恺、于文文、曾梦雪等集结亮相。此次

“前任”系列主角悉数回归，更有全新

角色即将登场。电影聚焦当代都市男

女的爱情探索与人生思考，有望于明

年登陆全国院线。

“前任”系列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爆

款爱情喜剧品牌，《前任 3：再见前任》

更是国产爱情喜剧电影的票房天花

板。此次拍摄最新续作《前任 4：英年

早婚》，导演田羽生表示：“希望第四部

和前三部一样，给观众带来欢笑和感

动。希望能用好作品报答观众的期

待。”郑恺则坦言：“回到‘前任’剧组，

找回了充满熟悉的感觉。希望再创作

出好作品，《前任4》再创辉煌。”

此外，“前女友阵营”的演员于文

文、曾梦雪也正式回归，于文文感叹回归

“前任系列”倍感荣幸，“等待这个机会已

经五年了”。曾梦雪则表示“五年以来在

和角色丁点一起成长”。两人将在影片

中贡献出怎样精彩的演技，令人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前任 4：英年早婚》中

还将有全新角色惊喜登场，共同为观众

带来新鲜有趣的故事。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蜘蛛侠：平行宇宙》原班人马打造

的续作《蜘蛛侠：平行宇宙 2》（暂译）

近日发布首款海报。“小黑蛛”迈尔

斯经历成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蜘蛛侠内部发生冲突，迈尔斯

即将以一敌众，与蜘蛛侠 2099、“蜘

蛛女侠”杰西卡·德鲁等从各平行宇

宙集结而来的蜘蛛侠们发生大战。

影片将于 2023年 6月 2日北美上映。

此次发布的海报中，历经前作

成长的“小黑蛛”迈尔斯又将面临更

大的挑战。当蜘蛛侠内部产生冲

突，迈尔斯遭受到其他蜘蛛侠的孤

立。他不得不站到所有人对立面，

以一敌众，大战各平行宇宙而来的

蜘蛛侠大军。海报中，迈尔斯撕裂

的战衣、凝重的表情以及他背后面

目模糊的一众蜘蛛侠们，都诉说着

迈尔斯目前的困境。到底是什么让

蜘蛛侠们产生了分歧？迈尔斯能否

最终赢得他们的信任，一起并肩作

战？

制片人兼编剧克里斯托弗·米

勒和菲尔·罗德与格温配音者海莉·
斯坦菲尔德在预告上线后的采访中

也提到了此次冒险中迈尔斯的英雄

之路。迈尔斯来自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的父母双全并且都在尽力给予迈

尔斯关爱，这也是迈尔斯的超能力之

一。但离开父母变得自立、独自面对

更大的世界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第一部电影讲的是“任何人

都可以戴上面具并成为英雄”，而这

部电影讲的是“你应该如何戴上面

具”。“小黑蛛”迈尔斯将怎样独当一

面、处理好与众多蜘蛛侠为敌的危

机，值得期待。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出品的好莱坞爆笑动作片《唬胆特

工》已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并发布“兄

弟情深”片段集锦，拉开“双旦”狂欢

序幕。

影片由《王牌保镖》系列导演执

导，高能动作场面轮番助推肾上腺素

飙升，“二哈”兄弟耍宝整活笑点密

集。

电影中，凯文·哈特与伍迪·哈里

森这对“二哈”兄弟，不仅为观众奉献

了精彩的动作戏，二人也将成为长在

观众笑点上的欢乐二人组。“二哈”一

喜一武，凯文·哈特饰演的“嘴强废

柴”干啥啥不行，狐假虎威第一名；而

伍迪·哈里森饰演的“冷面杀手”人狠

话不多，单打混战都轻松拿捏。二人

乌龙组队，一场真假杀手的爆笑囧途

也就此展开，不仅耍宝不断，奇妙的

CP感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两人从最

初的不打不相识到搭档开启任务模

式，再到合力对战全球杀手团，他们

嘴炮互怼的同时，也成为彼此最可靠

的队友，携手贡献了一个个不容错过

的笑点、爽点。

从此次发布的“兄弟情深”片段

集锦也不难看出，影片作为一部动作

喜剧，“激燃嗨爽”可谓应有尽有，近

身肉搏、高空对决、追击枪战等戏码

轮番上演，为观众呈现了教科书级爽

片。“二哈”兄弟大杀四方的动作戏，

单打Carry全场，组队双人暴击，多场

动作场面层层加料、节奏快，动作猛，

将观感轮番推向高潮。尤其是影片

中“二哈”兄弟在健身房迎战来自全

球的杀手团，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更

是让观众全程不眨眼。

《唬胆特工》由美国哥伦比亚影

片公司出品，好莱坞知名动作电影导

演帕特里克·休斯执导，凯文·哈特、

伍迪·哈里森主演，凯莉·库柯、贾斯

敏·马修斯、山下智久等联袂出演。

（杜思梦）

《穿靴子的猫2》北京环球影城举行首映

《唬胆特工》真假杀手组队上天入地炸裂银幕

《消失的她》：首批观众赞“极致烧脑大戏”

爱情轻喜剧《前任4：英年早婚》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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