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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近日!由杜志国"连奕名"童
蕾" 王乐君等实力派明星倾力奉献的空军
谍战大戏#天阵$已登陆江西%河南和云南
等各大卫视黄金档& 新晋青年演员王乐君

饰演的梁敏在剧中与杜志国饰演的校长刘
坤在剧中有大量的对手戏! 一个是新晋演
员!一个是老戏骨!两人同台飙戏!王乐君
崭露头角&

'天阵$反映的是我国空军首创历程的
红色剧!讲述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严峻条件下组建东北老航校%顽强发展空
军!并一战成名的传奇故事& 在北京台刚落
下帷幕的'天阵$!转眼间又将在全国卫视开
播!其热播程度掀起谍战潮& 作为海润影视
精心打造的 (海陆空三部曲) 之收尾篇!与
'亮剑$%'沧海$一样!堪称谍战剧代表作*

据了解!女二号王乐君+饰演梁敏,在剧
中与杜志国+饰校长刘坤,对峙戏让该剧增彩*

被喻为-谍战小公主)的王乐君!从 !""#年全
国谍战热播剧'猎鹰 $#%#$中的(霍锦玉)到
'天阵$中的(梁敏)一角!剧中她穿的衣服跟其
他人明显不同! 白色军大衣加白色兔毛的帽
子然后就是大红围巾! 就连出场时候配的都
是特别轻快的音乐!成为本片中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老戏骨)杜志国
演对手戏时!王乐君初生牛犊不怕虎* 导演
赵浚凯表示!军旅题材的男人戏!女人在戏
中不是点缀! 有时候更能够体现一张一弛
的节奏感* 作为杜志国顶头上司的女儿!梁
敏为救刘雨林而与其对峙的那场戏! 精彩
之处征服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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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末适逢美国传统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又称国殇日,长假
期!两部吸金大片的续集提前在北美
地区展开票房角力! 限制级喜剧片
'宿醉 !$ 凭借 %位大牌明星的演技.

笑料百出的情节和出色的广告效应!

以 &'""万美元拔得票房头筹* ()动
画片'功夫熊猫 !$由于缺乏真人表演
的重要元素!以接近前者一半的业绩
位居亚军*

在这两部大片引领下! 今年美国
国殇日票房突破 !*'亿美元!刷新了 %

年前由 '加勒比海盗 ($'怪物史莱克
($和'蜘蛛侠 ($创造的 !*+%亿美元的
纪录! 同时也揭开了北美暑期票房争
夺战的序幕*

出演 '宿醉 !$ 的仍旧是原班人

马* 该片承接首部影片的情节!讲述 %

个中年男人在泰国的历险经历! 继续
走搞笑路线*这次是埃德/赫尔姆斯饰
演的斯图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和一个
泰国人妖共度(暧昧)时光& 一帮难兄
难弟在次日绞尽脑汁! 想搞清楚宿醉
之夜到底发生了哪些状况& 为提前聚
集人气!影片提前于本周四+!,日,开
映!当天便收获 (-," 万美元!成为票
房榜状元&此后 (天!该片继续保持这
一势头!最终赢得周末票房榜大战&这
一亮丽成绩也使得'宿醉 !$打破'欲望
都市$ 在 !""&年创造的 '#""万美元
纪录! 成为史上吸金能力最强的限制
级喜剧大片&

在这部喜剧大片强势打压下!'功
夫熊猫 !$苦苦挣扎& 尽管该片的上映
影院数量接近 %"""家!比'宿醉 !$多
了 (-"家!但周四的开映成绩仅为 +&"

万美元& 随后周末 (日累计进账 %&""

万美元& 该片继续发挥'功夫熊猫$中
的滑稽和幽默元素!反映终于实现(神
龙大侠) 梦想的熊猫阿宝继续它的功
夫征程! 在揭开自己身世的同时!与
(盖世五侠)一道战胜了邪恶孔雀(沈
王爷)!保住了家园& 该片由韩裔女导
演詹妮弗0余执导!包括杰克0布莱克.

安吉丽娜0朱莉.达斯汀0霍夫曼.成龙
和曾经获得艾美奖提名的华裔女演员
刘玉玲在内的多位好莱坞明星参加了
配音* 亦真亦幻的动画效果. 逼真的
()情境和鲜明的角色刻画!使这部影
片受到众多观众和影评人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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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成本影片《岁岁清明》首映
/01 小成本抗战故事电影'岁岁清

明$("日首映* 导演肖风携钱佩怡.张雯.

安峰等几位主演亮相!与观众进行近距离
接触*

'岁岁清明$是肖风导演抗战三部曲继
'大劫难$之后的第二部!讲述 -#('年 -!月
!%日日本人占领杭州后!杭州人以特有的方
式奋起抗争的故事*

前有好莱坞进口片!后有明星云集的国
产大片* 缺乏大制作.大明星的'岁岁清明$

成绩如何让人担心* 肖风说!他不敢预测票
房!在电影市场活跃的当下!要想找一个没
有竞争的空白档期几乎不可能*他拍这部影
片旨在纪念杭州民间抗日英雄 (杭铁头)的
英勇事迹!也要把家乡杭州的风景和文化以
独特形式呈现给更多观众*他希望能有更多
热爱艺术电影和不了解艺术电影的人走进
电影院观看这部小成本艺术电影*

缺乏明星阵容!主要演员都来自艺术学
校表演系的学生和非专业演员! 肖风坦言!

也是因为缺钱*这位和张艺谋曾是同班同学
的(第五代)导演认为!这些演员的气质.形
象非常贴近角色!表演不逊专业演员!完全
达到了他的要求*

首映式上!发行方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执行董事长谷国庆表示!'岁岁清明$

是一部清新感人的佳作!选择在 ,月份这个
档期全国上映! 也是对建党 #"周年的一份
献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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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贺岁档影片满意度排名出炉
-./01234 -5678 !239:

/01 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
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
告$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分三大
部分1(全面总结评述年度电影产业发展的
总报告).(重点课题深入研究的专项研究报
告).(针对观众消费习惯和满意度进行调查
研究的中国电影市场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年贺岁档影片观众满意
度排名前四名的依次为'让子弹飞$'非诚勿
扰 !$'大笑江湖$和'赵氏孤儿$* !"-"年暑

期档影片观众满意度排名前十名依次为'唐
山大地震$'人在 途$'敢死队$'玩具总动
员 ($'线人$'危情谍战$'怪物史莱克 %$'波
斯王子$'功夫梦$和'谍海风云$*

报告对 !"--!!"-+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
趋势作出了预测! 称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
电影市场*报告同时预测接下来的 +年!中国
电影市场将打破垄断格局. 形成多元发展局
面2电影院的建设将进一步向地级.县级城市
发展2(品牌)效应将拉动影院发展2动画电影
将成为电影市场黄金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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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海口市金盘路 "#号 邮编1$%#&'( 总值班1(()'*((( 广告许可证1琼工商广字 *'$号 广告部1(()'*))) 发行部1(()'*+++ 群众工作部1(()'*((* 邮发代号1)"3' 报费1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30分 印完：5时45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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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醉2》

《功夫熊猫2》
力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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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卓远天泽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和北京九州中原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 (" 日在京联合发布!双方已达成
战略合作意向!共同改建或建设二.三线
城市电影院!同时启动(青年导演扶植计
划)*

除院线发展战略! 卓远宣布将用一个
(一人三部)来启动电影制作发展战略!(一
人三部) 即卓远会为每一个青年导演打造
三部曲1第一部打出认知度!第二部定位作
品风格!第三部赢得市场*

计划首个项目'海岛乐园$由青年导演
傅咏执导* 傅咏说!该片为喜剧电影!将以
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为线索!以扎实的故事.

朴素的情节.塑造人物性格!要老老实实讲
故事!由林雪!邓超.王宝强.房祖名.霍思
燕等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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