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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由陈嘉上执导的东
方武侠巨制"四大名捕#在广州举行全国影
院看片会及媒体发布会$ 发布会上!%四大
名捕&扮演者邓超'刘亦菲'郑中基'邹兆龙
全都现身!只有导演陈嘉上没能出席!片方
表示他已经开始筹备"四大名捕(第二部!

看得出片方对此片充满信心$

邓超在)四大名捕(中变身%狼人&!有
记者问邓超这个%狼人&厉害还是好莱坞的
%金刚狼&厉害*邓超毫不迟疑地表示+当然
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中国功夫$

刘亦菲在戏里饰演无情!在原著温瑞安
的小说里!无情本是个男性角色!但在电影
里改为刘亦菲来演!惹来不少书迷吐槽!%怎
么能让一个女人来演无情* &发布会上!)四
大名捕# 监制回应了无情由男变女的问题$

原来!当有这个想法后!剧组曾跟温瑞安讨
论过!没想到温瑞安一下子就答应了!因为
温瑞安最初写小说时就想着把无情设置成
女人!只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似乎不太允许无
情是个女人!所以当陈嘉上告诉温瑞安要把
无情改编成女人时!温瑞安高兴坏了$

郑中基在片中的角色是追命! 一个嗜
酒如命的人!腿功非常了不得!而且还负责
了不少搞笑的戏份$发布会上!郑中基也是

搞笑不断!很多时候不等记者提问!郑中基
已开始笑了$

在该片中!铁手邹兆龙一身黑色劲装!

颇具大哥风范$发布会现场!他也是一副黑
超墨镜!令现场的%三大名捕&也当场公认
他是最会照顾人的大哥! 更现场爆出冷幽
默金句+%仰卧起坐!晚上仰卧!白天起坐&!

引发现场笑声一片$

值得一提的是! 该片的武术指导谷轩
昭!一直是袁和平的副手!从)黄飞鸿#到
)卧虎藏龙#! 都有他的身影! 此次执导动
作!也蛮值得一观$)四大名捕#将于 !月 #$

日起全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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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环球影业公司出品!今年
开春在全球票房已卖出逾 %亿美元的好
莱坞 %&动画电影)老雷斯的故事#!将于
!月 '!日登上中国内地银幕$

据介绍! 该片由全球卖座动画电影
)神偷奶爸#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片中主人
公是一位一身鲜橙色绒毛'脾气古怪又可
爱的树木守护精灵,,,老雷斯!他将使出
其令全世界倾倒的卖萌招式!把一个欢乐
缤纷的奇幻世界!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中国
观众眼前$

该片故事源自一个梦想$男孩泰德为
了实现心爱女孩奥德丽想看到一棵真正
的树的梦想!深入荒芜之地!揭开了一段
关于精灵老雷斯的传奇往事$有着花生身
材'大胡子'鲜橙色的精灵老雷斯!是树的

代言人!曾用其独有的怪诞方式!守护着
梦幻森林! 和生活在这里的可爱生灵!而
这一切早已随着过度砍伐和老雷斯的消
失不复存在$ 为了找到一棵真正的树!泰
德开始了寻回老雷斯的冒险之旅!而这一
路的艰险超出了想象--

据了解!)老雷斯的故事(改编自美国
家喻户晓的儿童故事书! 原作者苏斯博
士仅用 ()页的文字和插画!便创造出了
一个色彩鲜艳的梦幻森林的奇想世界!

和以老雷斯为首的众多萌物$ 同时!他
还在故事里还承载了环保' 良知' 爱情
和理想等丰富主题$ 来自)神偷奶爸(原
班人马的 %& 动画创作班底!用轻松'欢
快的表现方式! 出色地还原和再现了这
一奇妙的世界! 让该片充满了异想天开

的元素!尤其是它用明亮
的色彩!表现了令人开怀
的情节和可爱的角色!而
片中的 %& 效果!更
让观众赏心悦目!寓
教于乐$

据悉!)老雷斯的
故事( 于今年 %月在
北美上映! 首日票房
达到了 #!(*万美元!

首周末票房为 !*!*

万美元! 雄踞当时票
房排行榜冠军长
达 %周! 该片后
来全球累计票房
超过了 % 亿美
元! 成为了近年
来同一时期里最
卖座的动画电
影!其成绩甚至
超越了)冰河世
纪( 系列电影$

!月 '!日!)老
雷斯的故事(将
以 %& 和 +,-.

%&两种版本登
陆中国内地影
院!为暑期里的
中国观众带来
色彩缤纷的冒
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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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泛预期一样!索尼公司)超凡蜘蛛侠(一
上映就有超凡表现! 以周末收入 /)**万美
元'单周破亿的好成绩领跑北美票房榜$

这部 %&大制作蜘蛛侠序曲 %日在北美
大规模上映!单单午夜场便收获 !)*万美元!

首映当天强势吸金 %)**万美元! 北美上映 /

天票房收入累计 01(亿美元!海外市场共入账
约 $亿美元!全球票房收入总计 %1(亿美元$

)超凡蜘蛛侠(一片并非此前山姆.雷
米执导的蜘蛛侠三部曲的续集!该片视角
回到主人公彼得.帕克的高中时代$ 年轻
的帕克一方面要同自己的初恋格温共同
经历爱情与承诺的考验!另一方面要揭开
双亲神秘失踪的真相!在人生最大挑战中

完成从常人到英雄的命运性蜕变$

)超凡蜘蛛侠( 导演和演员均为新阵
容!导演为曾执导过)和莎莫的 )23天(的
美国新锐导演马克.韦布!参演)社交网络(

的安德鲁.加菲尔德与其现实生活女友埃
玛.斯通取代了托比.马奎尔与克尔斯滕.
邓斯特!成为新版蜘蛛侠和恋人组合$

环球影业公司发行的成人喜剧)泰迪
熊( 票房榜排名由第一退至第二! 收入
%'/*万美元!/月 '"日上映以来北美总
票房达 #1'亿美元$

迪士尼公司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
手打造的动画巨制)勇敢传说(以 '*#*万
美元的成绩继续位列第三!影片累计票房
已逾 #1!(亿美元$

本周另一部新片' 环球影业发
行的)野蛮人(收获 #/'*万美元!排名
票房榜第四$大导演奥利弗.斯通的这一
新作改编自唐.温斯洛的畅销小说! 讲述了
一个涉及爱情和大麻黑市交易的故事$

华纳兄弟公司讲述脱衣舞男故事的
影片 )魔力迈克( 排名第五! 本周末收入
#)/*万美元!/月 '"日上映以来在北美地
区累计收入 !'4*万美元$

万众瞩目的克里斯托弗.诺
兰执导的蝙蝠侠系列三部曲
最终章)黑暗骑士崛起(本周
推出 5%分钟超长片花!吊足
影迷胃口$影片将于本月 '*

日在全球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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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已过去近三分之一! 暑期档早已开
始! 然而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几大院线获
悉!今年这个暑期档强片大片%杀伤力&有
限! 反倒是动画片酷! 仅 !月份就有近 #*

部动画电影在海南各大影院上映$

据介绍!随着暑期档的来临!尤其是高
考'中考的结束!以及小学放暑假!海南各
大影院的入座率比平时增加了二至三成!

票房成绩明显变好$ 特别明显的时候表现
在!凡是影院有了好的动画片上映以后!票
房成绩飞升$比如 /月 '4日上映的动画片
)赛尔号 '+雷伊与迈尔斯(和)猪猪侠之
危机('!月 )日上映的动画电影)摩尔庄

园 '海妖宝藏(等动画大片!由于它们以前
有电视动画作%广告&!加之电影在故事'制
作'阵容等各环节都有全新突破!因此!电
影院里迎来了小高潮$

记者了解到! 除上述三部十分抢眼的
动画大片外!仅 !月份!海南各大电影院里
还将于 !月 #*日上映)麦兜当当伴我心(!

!月 #'日上映奥特曼动画大片)超决战/贝
利亚银河帝国(!!月 #%日上映的 )冰川时
代 ((!!月 '!日上映的)老雷斯的故事(以
及喜羊羊系列今年创新性于暑期推出的
)我爱灰太狼(等!总共近 #*部!非常受少
年儿童观众欢迎$

海南电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今年暑
期档截至目前还没有强片大片抢滩这个大
好时机!眼下只有一部)画皮 '(题材新颖'

明星众多!因此它攫取的票房已经超过了 %

亿元! 这也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更强
的大片竞争的结果! 让该片赢得了一花独
放的时机$ 但本月电影市场里众多的动画
片! 却为少年儿童观影提供了最佳精神食
粮!这是往年暑期档里少见的$特别是目前
的少年儿童电影观众! 大多都是看着电视
动画片长大的!因此!当有了电视里的动画
上电影院!他们会积极观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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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张柏芝版电影 )杨门女
将(雷评如潮之际!由苗圃主演的 %"集电
视剧)穆桂英挂帅(顺势推出!将于 !月 #*

日晚 !时 %*分在山东'安徽'天津和河南
四大卫视上星首播$ 该剧制片人俞胜利先
是猛批张柏芝版电影 )杨门女将( 为 %烂
片&!日前又由他曝出姚晨害怕骑马!错过

了扮演穆桂英一角的消息$

山东卫视 "日晚播出了)穆桂英挂帅(

首播盛典$ 该剧制片人'导演'编剧和主演
等坐阵帅府!其中还有%穆桂英&苗圃'%杨宗
保&罗晋同台对擂$ 制片人俞胜利接受采访
时频频放炮!先是猛批张柏芝版电影)杨门
女将(为%烂片&!继而又称苗圃主演的电视

剧)穆桂英挂帅(定能轻松超越电影$ 后来!

俞胜利又曝出姚晨曾是先于苗圃出演穆桂
英的第一女主演$ 他说!姚晨作为中国内地
第一女星!居然连一部由她主演的代表性电
视剧都没有!%我最先想到出演穆桂英的女
星是姚晨和闫妮!电视剧)穆桂英挂帅(讲的
是穆桂英由村姑小丫头逐渐成长为女将军
的过程! 姚晨和闫妮她俩谁演村姑都很适
合!如果姚晨来演大嘴穆桂英!一定会很有
意思!可惜她怕马!怕马可以学嘛!我就发短
信给她!说0你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女星!连一
部由你主演的代表作都没有1!)潜伏# 算是
她的代表作吗* 那是孙红雷的!你姚晨只能
算配戏!我就是想刺激刺激她!言外之意就
是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女星!你不是靠影视作
品成名的!那你靠什么成名* 微博吗* 宣传
吗* 我知道她是真喜欢)穆桂英挂帅#!可惜
她最后还是怕马!没能接演&!俞胜利说!%最
近!我听说姚晨接演)花木兰#!演花木兰当
然要骑马!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我猜她一
定是看到张柏芝的电影)杨门女将#!后悔没
有演)穆桂英挂帅#啦&$

对于制片人俞胜利首选姚晨和闫妮出
演穆桂英!该剧主演苗圃显然是知晓的$当
问她感觉自己哪里和穆桂英最相像时!她
言简意骇地扔出来两个字,,,%村姑&$ 俞
胜利解释说!最后选定苗圃出演穆桂英!一
方面是感觉她演山野村姑很像!另一方面!

是因为见到苗圃常开越野车飙车! 感觉这
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男人气!和穆桂英很像$

在)穆桂英挂帅#开播前!有关这一版
电视剧把穆桂英写得%太柴米油盐&!争议
甚嚣尘上$对此!该剧导演宫晓东一方面融
入了很多穆桂英的婆媳关系! 另一方面又
加入了%隐婚&'%姐弟恋&等现代婚恋观$在
剧中!穆桂英倒追杨宗保'对准夫君三擒三
纵等桥段都噱头十足$ 问苗圃与罗晋在剧
中大谈%姐弟恋&是否过瘾!她避重就轻地
笑言 %罗晋是个很幽默也很体贴的男演
员&$ 问苗圃生活中性情豪迈!是否也能接
受女追男* 她忙不迭地否认+%再像男孩子
的性情!那我毕竟也是女人!这方面我想我
还是很传统的!我不太能接受女追男!即使
遇到喜欢的人!我也不想太主动!我还是认
为男追女的感觉比较好&$

)穆桂英挂帅#明星云集!包括苗圃'罗
晋'斯琴高娃'张铁林等新老明星!至于剧
中故事如何打造出山野丫头三擒三纵 %官
二代&'嫁入豪门变身女将军'上演古装版
%杜拉拉升职记&等内容!那都应归功于编
剧和导演们的功劳$

据了解!该剧在台湾播出时!一直稳居
晚 4点档前三甲! 并且最终以 '14!6的收
视率击败近几年在台热播的内地剧集如
)甄 传#')宫#')美人心计#等!成了最受
台湾观众追捧的内地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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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凯歌电影)搜索#正在全国
热映!剧中主创姚晨'高圆圆'王珞丹等都
忙着辗转各地为影片宣传$不过 !月 "日!

)搜索#主创在南京机场遭遇%被搜索&,,,

)搜索#主创乘坐的航班晚点 (小时!部分
乘客把航班延误责任推到剧组身上$对此!

)搜索#官方微博做出回应!称他们已提前
一个小时到机场$

)搜索#取材于现实生活!讲述一个在
公共汽车上没有让座的美女叶蓝秋! 因不
让座被%人肉&搜索$影片最后结局是!身患
癌症的叶蓝秋不堪舆论压力自杀身亡$ 其
实!叶蓝秋是一个善良女孩!死后将所有钱
捐给了需要帮助的人$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搜索# 剧组在现实生活中也遭遇了被
无端误解指责的事情$

)搜索#官方微博称!主创人员在南京

机场候机! 航班晚点 (个小时并未及时给
出解释!惹得不少乘客认为是)搜索#剧组
导致航班延误!并对姚晨'王珞丹无理拍照
指责$ )搜索#剧组表示!4点 #*分的航班!

剧组 !点已到机场!哪来%剧组延误&之说*

)搜索#主创陈红也十分气愤地称+%当
有乘客冲到姚晨和珞丹面前拍下照片!并
气愤说道+你们好意思吗* 都怪你们/ 真是
无厘头/ 4+#*的飞机! 我们 !+*)分就到
了$ &姚晨更表示!有些乘客在得知误解她
们之后居然说+%谁让他们是明星! 误解一
下怎么了/&姚晨表示对此无言以对$其实!

早在 "日早晨 !时 %'分!姚晨便已发微博
称飞机晚点了!起飞时间不详!%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 起飞时间不详!7*89:;6.../

成都的媒体朋友们!都在家多睡会儿吧!别
等了!到了电你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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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青春魔幻大片)暮光
之城 (+破晓2上3(即将登陆国内院线!

引进该片的 &,< 娱乐传媒集团 " 日发
布了影片中男女主角,,,贝拉与爱德华
大婚的剧照! 身披洁白婚纱的贝拉显得
美丽脱俗! 和爱德华上演了王子和公主
的完美结局$

在)暮光之城 (+破晓2上3(中!男女主
角贝拉和爱德华终成眷属! 迈入了婚姻的
殿堂$作为影片中最为浪漫唯美的桥段!这
场盛大的露天婚礼前后持续了大约 '3 分
钟!婚礼的地点设在丛林深处!在自然静谧
之中流露出一种别样的浪漫$ 而人类'狼
人' 嗜血族三大种族的众多宾客也盛装出
席!见证了这一幸福时刻$

女主角贝拉身穿纯白的婚纱! 手持
花束!在父亲的臂弯中走向圣坛$ 而在圣
坛的另一边! 一身挺拔的黑色礼服的爱
德华! 正用迷人的金色眼睛迎接心爱之
人到来$ 美如女神的贝拉!和英俊体贴的
爱德华在圣坛上相互拥吻的画面! 仿佛
如童话一样浪漫而美好$ 不过在婚礼之
后! 王子和公主的生活并不像观众和粉
丝以为的那样幸福! 反而迎来了更大惊
险和波折$

作为暮光系列的终极篇!)暮光之城 (+

破晓2上3(将呈现出更精彩的剧情和劲爆
的视觉效果! 浪漫和刺激指数也将超越以
前的三部$对暮光系列的影迷和粉丝来讲!

)暮光之城 (+破晓2上3(也将点燃粉丝们对
这一银幕经典作品的纪念激情$ 据悉!)暮
光之城 (+破晓2上3(将于一个月后登陆国
内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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