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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现在直到宇宙灭亡都不

可能，那你就选择放弃吗？导演周星驰

用《新喜剧之王》的结局鼓励所有有梦

想的小人物不要投降。有许多观众对

于影片结局的安排非常好奇，近日，《新

喜剧之王》曝光廖娟特辑，展现出周星

驰帮助这位追梦女孩的过程，廖娟终于

圆梦，也十分动情。此外，影片还曝光

一组“拼尽全力”版海报，戏中主角如梦

奋斗过程的酸甜苦辣得以呈现。有女

观众备受鼓舞说：“导演安排如梦如鼓

励廖娟，这是一个小人物的轮回，也是

努力奋斗精神的传承。”

《新喜剧之王》讲述了龙套如梦遭

受各种打击，但是不放弃最终实现梦想

的故事。很多观众本以为影片结局就

是如梦成功，但却发现真正的结尾其实

是如梦鼓励另一个有着演员梦的女

孩。许多观众对次非常困惑，廖娟特辑

中可以看出，其实廖娟的真实生活也和

戏中的如梦一样，不被理解，坚持自

己。有观众揭开影片结局用意说：“其

实导演的用意就是在鼓励每一个有梦

想的人不要放弃，希望每个人都像如梦

一样。这也是龙套不投降精神的一个

传承。”

廖娟表示自己非常感激周星驰，她

说：“我来北京 10 年，就是喜欢演戏。

特别感谢周星驰导演能够给我这个机

会。”特辑中可以看出，廖娟即使出镜

不多也非常用心卖力地表演，周星驰

也非常认真地讲戏。廖娟一路走来的

也表达了她的感悟——有梦想一定要

坚持。有观众看到特辑后表示：“周星

驰戏外帮助这些草根龙套去圆梦，在

戏中以情动人，是真正对小人物有情

怀的。”

（杜思梦）

《新喜剧之王》
周星驰激励女性实现自我价值

本报讯 由孙周执导，艾伦、王

智、鲁诺领衔主演，任达华、金士杰主

演的喜剧电影《人间·喜剧》，宣布定

档3月29日，同时曝光定档海报及全

新剧照。

从海报上艾伦扭曲的表情，到剧

照中金士杰带艾伦接受表彰、任达华

的黑帮小弟在家中“蹲守”王智艾

伦，使怂夫悍妻的组合备受期待，观

众们也对影片中智斗“老司机”金士

杰、任达华的剧情产生了无尽遐想。

《人间·喜剧》将镜头聚焦普通人

的生活，为每一位在逆境中拼搏却不

倒下的普通人发声。演员艾伦、王智

在《夏洛特烦恼》中扮演的憨厚大春、

“校花”秋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度合作也是默契十足，加之影片中

怂夫悍妻的设定，更引观众期待。

定档海报以红色为背景，艾伦直

直地盯着手中的试管，而试管中的

“小艾伦”正在拼命挣扎。试管这一

元素的出现，或许还暗示着影片中的

其他重要线索。

电影《人间·喜剧》由万达影视、

北京汉裕国际联合出品。

（杜思梦）

艾伦主演《人间·喜剧》定档3月29日

本报讯 将于 3 月 1 日登陆内地

院线的经典史诗动画《驯龙高手 3》，

目前已在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率先

上映。作为梦工场最受欢迎的系列

作品之一，《驯龙高手 3》一出场便横

扫海外市场，在本周海外新上映的20
个国家和地区拿下开画冠军，并在澳

大利亚（479万美元）、意大利（361万

美元）等地创下远超前两部的首周末

成绩，其中意大利票房是第一部的两

倍之多，英国更是以 686万美元的首

周末成绩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地区，引

爆全球目光。

近日，片方发布“重温时光”特

辑，带领大家重温传奇史诗缘起与过

往，再一次感受嗝嗝与没牙仔日渐强

大的内心力量。与嗝嗝、没牙仔共同

度过的时光，从他们身上领略到的勇

气、责任、自由、重生精神等记忆，都

被一一唤醒。提前揭秘的第三部画

面也让观众曾被触动的内心再次高

高悬起，他们的目光将继续被嗝嗝与

没牙仔的命运走向所牵引。

《驯龙高手 3》继续由前作导演

迪恩·德布洛斯执导，2 月 22 日在北

美上映，3 月 1 日正式登陆中国内地

影院。

（杜思梦）

本报讯 美国一年一度的盛事“超

级碗”的收视率向来全美第一，2019
年好莱坞的重量级大片们也都趁此黄

金时间纷纷推出“超级碗”版最新预

告，一众大片中，由“巨石”强森和杰

森·斯坦森共同主演的《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吸引了国内外观众的目光。

该影片从2017年传出有望拍摄的

消息起就已经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轰动

与讨论。据悉，《速度与激情：特别行

动》将围绕该系列两大人气角色展开：

道恩·强森饰演的前安全局特工卢克·
霍布斯，以及杰森·斯坦森饰演的英国

特勤杀手德卡特·肖。他们将延续在

《速 7》和《速 8》中相爱相杀的关系，此

次，两人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超人类”

布里克斯顿，又一次在剑拔弩张的争吵

与互相嫌弃中开始了联合作战。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的整体风

格有别以往，从最新预告片中或许可窥

一斑，这次影片除了动作戏和飙车戏变

得更加硬核，危险场面比比皆是外，霍

布斯与肖二人的关系更加鲜明有趣，在

敌人面前的不同反应形成明显对比，在

紧张刺激中为影片注入更多幽默和戏

谑的元素，两位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光头

肌肉硬汉之间的奇妙互动成为大场面

动作戏之外最大的亮点和笑点。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的导演

将由曾执导《死侍2》、《极寒之城》的大

卫·雷奇担任，“巨石”强森、杰森·斯坦

森领衔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张猛执导，周冬雨特约

出演，王锵领衔主演的电影《阳台上》近

日曝光定档海报和一组全新剧照，正式

宣布定档3月15日。

据悉，该片讲述了因父亲意外离世

的王锵饰演的男主角，在“复仇”过程中

对周冬雨饰演的“仇人”女儿产生复杂

情愫的故事。

定档海报坚持了电影全胶片拍摄

的艺术质感，其简单沉稳的配色令画面

倍加温暖明媚，驱散阴雨时节的阵阵寒

意，与大家相约春暖花开时。海报中，

周冬雨诚挚地在透明窗户上描绘着，用

口红勾勒出鲜艳的数字“315”，也代表

电影重新定档的日期，而脸上天真的神

情与魅惑的红色简笔画形成鲜明的对

比，意喻“天真有邪”，更显暧昧不清。同

时，剧照里王锵饰演的男子目光紧随冬

雨，更用望远镜偷窥着眼前的一切，两人

或近或远的距离让复杂关系难以琢磨。

对于电影《阳台上》，导演在视觉技

术上下了十足的功夫，放弃了大家惯用

的数字拍摄和绿幕特效，采用胶片捕捉

最生活化的场景，专注还原故事本身。

说到胶片拍摄，张猛是国内鲜有丰富经

验的导演，此前他屡获褒奖的电影《钢

的琴》便是由全胶片拍摄而成。

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下，使用

胶片拍摄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但导演张

猛一直坚持“慢工出细活”，将原本去年

应与观众见面的该片，推迟一年上映。

这样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对电影原始

质感的高追求，让影迷朋友们更加期待

其新作。 （木夕）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 91届奥斯

卡金像奖提名评选中，电影《绿皮书》成

功入围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

配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五项大

奖提名，顺势定档3月1日在国内上映。

近日，片方发布了一支“故事背

景”制作特辑，讲述了电影是如何从一

段真实的友情改编而来。《绿皮书》的

原型故事本身就极具戏剧张力，一个

粗俗的白人司机和一个黑人钢琴家，

一起前往尚未平权的美国南部进行巡

演。从“第一次见你不太顺眼”，在共

历风雨后，变成了“谁知道后来关系那

么密切”，有笑有泪，十分温暖。

电影《绿皮书》由美国参与者影片

公司、美国梦工场影片公司出品，阿里

巴巴影业联合出品。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进口，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

公司译制，将于 3 月 1 日登陆全国院

线。 （木夕）

本报讯 由韩寒执导、沈腾主演

的电影《飞驰人生》2 月 12 日票房已

经迈过 11 亿大关，口碑也得到越来

越多观众认可。除了密集的包袱，

电影更用沈腾为一生热爱拼尽全力

的热血，在返工第一天为观众带去

满满元气，“看到沈腾人到中年坚定

又决绝地重新出发，我觉得我也可

以抢救一下”。

而电影欢乐又充满燃情的魅

力，也让不少观众评价《飞驰人生》

是“韩寒式喜剧”的成熟之作，“没有

刻意地营造笑点和燃点，就是通过

一个半小时的娓娓道来，让观众不

知不觉中收获欢笑、热血和感动”。

电影日前曝光了一支导演特辑，

拍摄过程中，韩寒不仅用他的幽默和

活力点燃全场，更狠扣每一个细节，

从车戏的呈现，到演员的表演，力求

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完美，尽显“处

女座导演”专业严谨的一面。

随之曝光的导演特辑中，韩寒

也将幽默带给每一个工作人员，永

远活力满格，即使生病到吊针，都依

然满脸笑容。拍摄过程中，韩寒更

随时随地迸发灵感，在和演员的碰

撞中不断为故事增色添彩，让沈腾

忍不住感慨，“合作后一下子明白了

他为什么能做好导演，真是特别聪

明，变通性特别强”。 （木夕）

本报讯 由冈田麿里执导、多名著

名声优加盟的电影《朝花夕誓》宣布将

于2月2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近日发布“相依”版预告与海

报。预告中，展示了“离别一族”的玛

奇亚在与孤儿艾瑞尔相遇后，为其无

私付出并努力学习成为合格母亲的情

景，并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见证了离

别与成长。玛奇亚的一句“他的快乐，

就是我的开心”道出了所有母亲的心

里话，令人感动。

同日曝光的海报以淡色为基调，

艾瑞尔平和安稳地躺在母亲玛奇亚怀

中，岁月静好的氛围油然而生。温馨

的画风配合清新的色调，网友们都称

赞海报“超美，手机壁纸又可以换了”。

这部开年日漫大作，凭借着感人

肺腑的故事与唯美画风，颇受关注。

影片不仅获得过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入围了第 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

片初选，还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节有过

获奖经历。值得一提的是，《朝花夕

誓》的电影配乐由川井宪次（代表作

《攻壳机动队》、《绣春刀2》等）创作，不

少影迷在看预告时称“音乐一响起，眼

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了”。

（杜思梦）

◎ 映画

《一吻定情》

原湘琴喜欢上了天才少年江直

树，在她表白失败准备放弃之际，爸爸

居然带着自己搬进了直树家里。一个

猛追，一个猛逃，弥漫着甜蜜气息的校

园生活就此上演。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爱情

导演：陈玉珊

编剧：曾咏婷/黄继柔

主演：王大陆/林允

出品方：新丽传媒/猫眼微影文化/

华夏/万达影视/当乐娱乐

发行方：猫眼微影文化/狂欢者

电影

《五十米之恋》

自视甚高的记者余美仁是电视台

里炙手可热的晋升人选，为了击败对

手，她不惜去挑战无人胜任的采访任

务。不料，余美仁在那里遇到了自己

的“克星”——小学同学李十全。小时

候只要两人相距50米以内，她就会倒

霉。然而为了事业，余美仁不得不和

“克星”擦出亦敌亦友的火花，在保持

50米距离的同时，一段阴差阳错的爱

情正在发生。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李依理

编剧：李依理/李唐/张哈哈

主演：谢楠/方力申/仇佩佩/马昂

出品方：鼎奕文化传媒/星源天华

发行方：乐新文化

《蓝色生死恋》

讲述了两个同天出生的女孩儿因

无意间被掉包，从而牵连出几位主角

间命运的错位和爱情的纠葛。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爱情

导演：王才涛

编剧：王才涛/包尔沁/宋洪熙/苏

小懒/张璐

主演：许凯/赵露思/焦睿/梁婧娴

出品方：三横一竖影视

发行方：中影/三横一竖影视

《今夜在浪漫剧场》（日）

梦想成为导演的牧野健司深情地

望着放映机灯光投出的美雪公主，伴

随着电闪雷鸣，大银幕里的女神竟然

“穿越而出”，来到了健司的身边。原

本生活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意外相

遇，此后两人之间却发生了许多让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爱情/奇幻

导演：武内英树

编剧：宇山佳佑

主演：绫濑遥/坂口健太郎/本田

翼/北村一辉

出品方：日本富士电视台

发行方：中影

张猛执导全胶片拍摄

《阳台上》重新定档3月15日
《飞驰人生》票房破11亿

《绿皮书》定档3月1日

《驯龙高手3》全球多地夺冠
3月1日中国内地公映

《速度与激情9》“超级碗”发预告
将加更多幽默元素

《朝花夕誓》“相依”版预告“戳心”

本报讯 由滕华涛执导，江南同名

小说改编，鹿晗和舒淇主演的电影《上

海堡垒》日前曝光30秒先导预告，同时

宣布将于 2019 年暑期上映。预告中，

往日喧闹的上海一片寂静，黑烟密布的

街道、整装待命的战士，整座城市被外

星生物入侵的紧张氛围所笼罩。在预

告片最后，呼啸而来的一团紫黑色星云

渐渐逼近上海，守护地球的最后战役一

触即发。

在《上海堡垒》的故事中，未来世界

的外星文明突袭地球，上海成为了人类

最后的希望。鹿晗饰演的大学生江洋

追随舒淇饰演的女指挥官林澜，进入了

上海堡垒成为一名指挥员，随着外星势

力不断发动猛烈袭击，保卫人类的最后

一战最终在上海打响，鹿晗与舒淇也肩

负起了拯救地球的重任。曝光的30秒

预告，除了未来战争的大片感带来的强

烈视觉冲击，上海作为未来战场也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于好莱坞的

未来战争大片，《上海堡垒》将未来主战

场设定在中国上海。

（林琳）

科幻片《上海堡垒》发布先导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