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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前三部有关吗？李冰冰戏份有多少？中国元素体现得怎样？有哪些亮点和吐槽点？

《变形金刚4》四大真相曝光
本报讯 6 月 22 日上午，将于 6 月
27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变
形金刚 4》
（以下简称“《变 4》”
）在上海开
放了媒体观影场，记者有幸在 IMAX 影
厅观看了这部大片。那么，
《变 4》到底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李冰冰、韩庚
等中国演员是不是又在打酱油？一直
被重点宣传的中国元素体现得怎么
样？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什么可以聊
的话题？对于这些中国观众普遍关心
的问题，
记者提前告诉大家真相。

玩具诞生至今已有 30 年，2003 年，制片
人唐·墨菲（《天生杀人狂》、
《来自地狱》
的制片人）首次生出要用玩具做电影的
灵感，于是找上本觉得这会是一部“愚
蠢的玩具电影”的导演迈克尔·贝，不
过，他做过研究后改变了主意，在 2005
年接任导演，几年下来连续拍了 4 部。
《变 4》和前三部有关联吗？当然了，熟

悉好莱坞赚钱规则的商业名导和名制
片人迈克尔·贝在每部结尾都留有伏
笔，
以便拍续集。
《变 4》故事就发生在上一集芝加哥
大战 4 年后，一群手握大权的政客联手
商人科学家，欲生产由地球人控制的变
形金刚，但没想到，这群人实际上是被
他们在努力制造的“惊破天”所利用，后

格。电影里有一个制造变形金刚的公
司，总部在美国，中国设有分公司，李冰
冰就是中国公司的 CEO，同时也是一位
女科学家，剧情转战中国，就是从李冰
冰开始的。李冰冰这次亮眼的地方在
于干练又性感的造型，以及在香港街头
的一场飚摩托大戏以及打斗戏。有意
思的是，造型是李冰冰不满原来好莱坞

1.故事和前三部有关吗？
和其他大片先有电影后有衍生品
不同，
《变形金刚》系列是根据孩之宝的
玩具构思而来的。最早的“变形金刚”

的戏份就有三分之一。不可否认，在好
莱坞大片里，中国元素最大量的呈现，
目前可能就属《变 4》里最多了。因为在
电影的后半段，故事移到了中国，香港、
北京、天津、重庆武隆，各个地方跑。除
去 9 分钟的演职员表，
《变 4》正片 157 分
钟，记者虽然没有掐表计算，但是预估
在中国的戏就有大约 40 分钟左右，也就
是占到了全片约四分之一。
电影里，中国观众会看到长城、鸟
巢、盘古大观、武隆天坑等熟悉的地标，
但基本都是一个镜头一闪而过，还是一
种比较符号化的存在，跟剧情本身的契
合性不大。比如武隆，不少戏都在这里
拍成，但只有事先知道《变 4》曾在武隆
取景消息的观众可能才会知道这里是
武隆。对于国外观众，那就更陌生了。
而且，有人可能会疑惑，在香港打着打
着，怎么突然就跑到一个山水秀丽的地
方去了？倒是在香港的戏份拍得比较
真实，比如男主角和敌手在天台上的追
斗，
颇有点老式港片的感觉。

4.有哪些亮点和吐槽点？
可能看过电影的大部分观众都会
说，
《变 4》有点太长了，剧情拖沓。尤其
是一开始，
关于马克·沃尔伯格所饰业余
科学家生活的展现，以及他和朋友、女
儿、女儿男友等人关系的交代。另外，
打
重庆武隆风光出现在《变形金刚 4》背景中
斗戏有点过于集中和类似，还真有记者
者正是用大反派“威震天”的遗骸改造 “歪着一条辫子”的设计，在导演的帮助
现场看睡着的。对于“变形金刚”迷来
而来。与此同时，
“ 擎天柱”被一个生活
下自己改的。打戏，也是她主动向导演
说，
这部电影的亮点可能在于，
有不少新
潦倒的业余科学家发现并救活，它召集
展示腿功，被征服的迈克尔·贝后来特
角色登场，比如前面提到的“惊破天”、
大黄蜂、探长等成员，与人造变形金刚
意给她加了这场打戏。
“毒刺”，以及可以射杀机械人的利枪、
“惊破天”、
“毒刺”以及和美国军方有勾
再说说韩庚吧，他是在反派“禁闭” “钢索”等机器恐龙等。当然，打斗戏和
搭的赏金猎人“禁闭”决斗。但和前三
的大飞船悬浮在香港上空时，作为一个
特效也没得挑剔。看片后记者最多的反
部人类主角从孩子到大学校园再到步
和朋友坐在车里，正玩着吉他的游客出
馈是，
这部影片没有前两部好看，
跟第三
入社会的情节设置不同，
《变 4》是一个
现的，只有一个几十秒的镜头，嘴里还
部相当，
或者比第三部观感还差。
新开的人物系列，和前作唯一的关联就
冒出了一句感叹语“我靠！”——真正的
吐槽点当然就是无处不在的植入
是科学家救了受伤的“擎天柱”，然后卷
打酱油。细心的观众甚至都会怀疑，他
广告了——李冰冰拿着怡宝矿泉水在
入到各方势力的争斗中。
的出现是不是就为了给戴的墨镜做一
喝，镜头专门给了一个突兀的特写。制
次植入广告。中国演员里之前很少被
造变形金刚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拉开冰
宣传，但表现让人眼前一亮的倒是有一
箱门找东西的时候，细心的观众看到了
2.李冰冰的戏份有多少？
个——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他虽然没
放在冰箱上面的周黑鸭。然后他拿了
李冰冰自己说了，她在《变 4》里的
有台词，但是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打戏，
一瓶舒化奶，很嗨地喝了起来，又一个
戏 份 不 重 ，但 是 角 色 很 有 性
真功夫展现得很到位。
特写镜头。科学家在香港某大楼天台
上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镜头多次扫了写
着“剑南春”三个字的霓虹灯广告牌。
3.中国元素体现得怎样？
总之，如果你觉得这些植入广告没有影
中国元素是《变 4》最大的宣传点之
响你的观感，就一笑而过吧，毕竟拍电
一，片方甚至称，电影和中国相关
影的也不容易，快 2 亿美元的预算，总要
有人先垫付一些嘛。
（哈麦）
《变形金刚 4》中的李冰冰成了打女

电影《闺蜜》曝光终极海报
陈意涵薛凯琪杨子姗携男闺蜜
“在一起”
本报讯 6 月 23 日，定档于 7 月 31
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的华语首部姐妹淘
电影《闺蜜》曝光终极海报。陈意涵、薛
凯琪、杨子姗、余文乐、钟汉良、吴建豪 6
位男神女神首次合体，时尚、青春的完
美气息再度席卷而来。海报上，车轮象
征永不停歇的时间针脚，雪花和柳絮飘
舞的浪漫背景，则象征男女主角经历寒
来暑往后依然存在的真挚情谊。
在电影里，陈意涵、杨子姗、薛凯琪
饰演的三位女生是个性非常不同的女
生，陈意涵向往平平淡淡的家庭生活，
薛凯琪流连于不同男生之间，杨子姗一
心追求导演梦想，以至无暇谈恋爱，也
许正是性格上的互补，三位女生成为了
非常要好的闺蜜。

此次曝光的终极海报，
6位主演或靠
或坐在象征“岁月与时间”的车轮上，飞
扬的雪花如同春天里点点飘舞的柳絮，
暗含时间的流逝。而这张海报所营造出
来的浪漫氛围，正是黄真真导演需要表
达的感觉：
“爱情不一定长久，闺蜜友谊
陪伴很多人经历一生的起起伏伏，天长
地久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
”
陈意涵更是把三个人在一起形容
成了“智商变零”的“三个白痴”，面对片
中两位对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的闺蜜
薛凯琪和杨子姗，陈意涵说出了自己内
心的真实感受：
“ 我希望到老都能有人
这样照顾我。”
据悉，
影片延续了黄真真导演在女性
题材上独到的敏感与尖锐，
以开放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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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A－”
的高分，
但在著名影评网站
“烂
番茄”
上仅有22％的评论推荐此片。
上周的票房冠军《龙虎少年队 2》本
周票房下滑了 49％，收入 2900 万美元，
位列第二。这部由查宁·塔图姆和乔纳·
希尔饰演的影片北美票房收入到本周已
突破 1 亿美元大关，上映 10 天共入账
1.12 亿美元。这一成绩也使其成为继
《超凡蜘蛛侠 2》之后，索尼今年第二部
北美票房过亿的影片。
梦工厂动画部门和福克斯共同推出
的3D动画片《驯龙高手2》本周获得2530
万美元票房，较上周下滑 49％，排在第
三。
《驯龙高手2》上映10天的票房成绩达
到9520万美元，
比2010年第一部影片同
期9210万美元的票房稍高。
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迪士尼魔幻
影片《沉睡魔咒》本周排名下滑至第五
位，北美票房累计达 1.86 亿美元，全球
入账超过 5.2 亿美元。

章子怡吴宇森
邀草根拍电影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李德欣 肖韵曼）
国内首档全媒体电影体验电视节目《全民电影》23
日在北京中国电影导演中心举行启动仪式。章子
怡、
吴宇森等电影界重量级人物组成的导师阵容亮
相，
邀请广大电影爱好者一起拍电影，
共圆电影梦。
《全 民 电 影》是 由 黑 龙 江 电 视 台 联 合 荷 兰
FCCE 公司鼎力推出的全媒体电影项目，
是国内首
档全媒体电影体验电视节目。节目邀请华语影坛
泰斗级人物吴宇森担任总导师，
国际影星章子怡担
任形象代言人，
编剧导师刘仪伟、
束焕、
著名导演何
平、薛晓璐倾情加盟，
致力于发掘中国电影民间力
量，
为电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全民电影》项目将邀请众多导演、编剧、演
员、摄影、剪辑等各领域专业人士，形成更大规模
的导师团队，在每个领域做专门指导。另外，
《全
民电影》项目将在中国六大城市、几十所高校举办
动员活动，
号召全中国的电影爱好者、艺术类学生
加入到《全民电影》项目中来，不论专业与否都可
作为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剪辑师、录音师、布
景和美术设计师等参与其中，为中国所有
“潜在电
影人”
提供实现电影梦想的机会。

美日间艾美奖揭晓
两部“长寿”剧成大赢家
据新华社洛杉矶 6 月 22 日电 （记者张超群）
第 41 届美国日间时段电视节目艾美奖 22 日晚在
洛杉矶揭晓，于 1973 年 3 月登上荧屏的电视剧
《年轻和骚动不安的一族》和于 1965 年首播的电
视剧《我们的日子》两部“长寿”剧集分获 6 个奖项
和 3 个奖项，成为当晚的大赢家。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年轻和骚动不安的一
族》迄今已累计播出 41 季，
在本届日间时段电视节
目艾美奖评选中以 26 项提名领跑。最终将剧情类
最佳剧集、
剧情类最佳男主角等6个奖项收入囊中。
另一部
“长寿”剧《我们的日子》捧得本届日间
时段艾美奖 3 个奖项。老牌女星艾琳·戴维森获
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奖，男演员埃里克·马特索夫和
钱德勒·马西分获剧情类最佳男配角奖和剧情类
最佳男新人奖，
其中马西已连续三年获得该奖。
著名喜剧演员和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杰纳
里斯主持的《艾伦秀》获得最佳娱乐类脱口秀奖。
“日间艾美奖”
与美国电视最高奖项
“艾美奖”
不
同。
“艾美奖”
由位于洛杉矶的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
颁发，
参评的是黄金时段电视节目，
“日间艾美奖”
则
由总部位于纽约的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
参评的是凌晨2时到下午6时时段的电视节目。

《我不是明星》迎挑战赛
本报讯 6月23日，
《我不是明星》迎来踢馆挑
战赛，
5位明星子女将争夺最后的三个总决赛名额。
在《乡村爱情故事》中饰演刘大脑袋的演员刘
流之女刘笑歌作为唯一的新晋子女，在台上演唱
了一首激情洋溢的《Let it go》。之前被淘汰的
卢奇之女卢洋和郑佩佩之女原子鏸也都回到了舞
台上。节目现场，卢洋化身《情深深雨蒙蒙》中的
依萍，与刘维、九孔等人扮演的雪姨及老爷，共同
完成了一段爆笑的情景剧。原子鏸则表演了一段
精彩的舞蹈串烧，
一直以侠女形象示人的郑佩佩，
为了女儿首次变身潮奶唱起了 RAP。在被挑战
的明星子女中，张光北之女张思乐请来了老戏骨
韩童生和邵峰为自己的表演助阵，林子祥之子林
德信虽然独自表演，却也得到了作为惊喜嘉宾登
场的妈妈的祝福。
（欣欣）

《爸爸2》遭遇抹黑
湖南卫视表示将一查到底

《闺蜜》终极海报
萧淑慎
设计，
揭开了闺蜜在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
的一些秘密，
将有关希汶、小美、Kimmy
三个闺蜜之间关于爱情、
友情、
成长、
领悟
的经验，
进行了完美演绎。
（钟新）

《像男人一样思考2》北美票房领跑
据新华社洛杉矶 6 月 22 日电 （记
者张超群）索尼出品的喜剧影片《像男人一
样思考2》开画拔得头筹，
将同是索尼的喜
剧影片《龙虎少年队2》挤至第二位。
黑人影星凯文·哈特和导演蒂姆·斯
托里在今年 1 月合作的影片《佐州自救兄
弟》曾连续 3 周领跑北美票房。此次，两
人再度合作的《像男人一样思考2》本周在
北美2225 家影院开画，
取得了3000万美
元的票房收入，成为本周冠军。但与
2012 年首部《像男人一样思考》3360 万
美元的开画成绩相比，
续集票房略低。
《像男人一样思考》系列影片的灵
感来源于史蒂夫·哈维的畅销书《像女
人一样行动 像男人一样思考》，续集
讲述了几对本打算周末去拉斯韦加斯
参加一场婚礼的夫妇到达后却遇到各
种变数，使得浪漫婚礼之旅难以按计
划进行的故事。
首日观影者为《像男人一样思考2》打

《全民电影》在京启动

《像男人一样思考2》海报

萧淑慎承认罹患精神分裂
医生称可能是家族遗传
本报讯 6 月 23 日，萧淑慎在为
新歌《女王》宣传时表示，她罹患了精
神分裂：
“医生说我有 550 种人格，目前
按时服药控制，我还是以前的萧淑慎，
要正视自己才能解决问题。
”
曾因主演《孤恋花》而入围过金马
奖最佳女配角、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
萧淑慎，也曾因吸毒入狱，如今复出时
却曝出自己罹患有精神分裂症。15 年
前 ，22 岁 的 她 在 梁 静 茹 歌 曲《勇 气》
MV 里扮演“宇宙超级勇气美少女”，让
人惊艳，随后被音乐制作人李菘、李伟
菘看中，签入滚石唱片，发行专辑《爱
恨萧淑慎》，前途看好。
10 年前，
萧淑慎因跟男友钟孟志分
手，
在家自寻短见，
“当时家里像命案现
场，幸好助理到家里看我，赶紧送到了
医院。
”
她原本以为寻短见是情伤引起，
后来才知道是得了忧郁症。她妈妈当
时到处求神，她回家调社区监视器，果
真看到自己无意识地在顶楼乱走。
后来萧淑慎去看病，心理医生说：
“你退出演艺圈，病就会好。”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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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好啊，我退出，那你养我啊。”后来
导演王毓雅的妹妹，刚好是慈济医院
精 神 科 医 生 ，才 帮 她 找 出 真 正 的 病
因。她说，第一年是忧郁症，第二年是
躁郁症，第三年是恐慌症，第四年是被
害妄想症，第五年做头部扫描，
“ 报告
出炉时，我永远忘不了医生对我说，你
是人格分裂，有 550 种人格，可能是家
族遗传。
”
“就像小天使跟小恶魔，有时候谁
出来你都不知道！”她说，现在几乎所
有人都有忧郁症，压力堆叠多少就是
多少忧郁指数，
“ 只要观察是否有极端
行为，很容易分辨症状，例如我不是狂
睡，
就是不睡。
”
“很多人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
题，以前人家叫我去看心理医生，我
都骂‘你当我是疯子吗’？”后来才发
现 ，很 多 时 候 都 是 自 己 给 自 己 找 麻
烦，现在，萧淑慎按时吃药，病情渐趋
稳定，她认为，除家人与朋友的关心
外，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能觉醒，还有
专业医生的协助。
（钟新）

本报讯 6 月 20 日，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以
下简称《爸爸 2》）在湖南卫视播出了第一期，五对
亲子的真实参与和升级的任务环节强烈吸引观
众，
当晚，
《爸爸 2》就登上新浪话题榜榜首，
超过人
气话题世界杯，
当晚讨论阅读量直逼 12 亿，
精准接
棒《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影响力，
再掀话题高峰。
但记者也了解到，
《爸爸2》首播开门红的同时，
网络上除了关于节目舆情的报道外，还出现了
“收
视率下滑”
等大量失实报道，
爱护节目的网友们也
气愤地表示，
才开始就有人抹黑，
《爸爸去哪儿》真
是人红是非多。专业人士则分析说，
这样的行为不
排除节目遭遇
“黑暗通稿”
刻意扭曲收视的嫌疑。
湖南卫视官方回应时表示，面对这些不基于
事实的恶意报道，
不论是对节目品牌的保护，还是
对网络报道客观性的维护，都不会坐视不管，将针
对首先进行失实报道的网站进行稿源了解，一定
会严查到底。
（欣欣）

胡可《喜乐街》
“发飙”
本报讯 6 月 20 日晚，
中国首档即兴喜剧《喜
乐街》在央视一套继续热播，
本期特邀嘉宾胡可的
到访，让本就欢乐不断的“喜乐街”更加充满戏剧
性。而一直被称为理想型男人的沙溢，在戏内却
饰演一位因参加前女友婚礼导致
“宿醉”而欺瞒现
任女友的男人，
为承认错误在台上跪起搓衣板。
本期节目中，
沙溢手拿酒瓶，
以一副宿醉未醒
的窘态登场，并大跳“骑马舞”，夸张的舞姿，以及
不时蹦出的东北口音，让在场观众狂笑不止。当
手机铃声响起，沙溢更是迷迷糊糊地拿起地上的
球鞋与其狂聊，此番举动令发令导演王雪纯也忍
不住笑场。因醉得不省人事，沙溢一晚上没接电
话，气得女友可可要闹分手。殊不知登场的贾玲
却带来了让人更为崩溃的消息，
“嫂子昨天都把我
电话打爆了找你啊！还好我聪明，说李菁骑着自
行车上高速被警察截住，你也骑车去接他，结果俩
人都被拘留了。
”
（欣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