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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大》造势

陆毅给颜值打98分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日
前，演艺圈“好男人”陆毅现身天津
卫视，参与录制电视剧《长大》特别

节目，用自身经历解读爱情：
再忙也要守护家庭。

由陆毅、白百何主演的
电视剧《长大》将于29日播
出，该剧讲述了毒舌导师周
明驯化菜鸟实习生，历经疼
痛后完美蜕变的故事，是荧
屏贺岁档中值得全民观赏的
青春励志贺岁剧。

陆毅和鲍蕾是圈中的
模范夫妻，陆毅曾深情告
白：“希望能与鲍蕾一直牵手
到白头偕老。”颜值爆表的陆
毅竟然还是痴情“好男人”，
令大批拥趸惊呼“鲍蕾一定
是拯救了银河系啊”。在特别
节目录制现场，对“颜值”这
件事儿，陆毅毫不含糊，“我给
自己的颜值打98分。”

针对现场嘉宾遇到的情
感问题，陆毅给出了自己的解
读：“我们（和妻子鲍蕾）在一
起20年，结婚10年了，从不会因
为工作冷落爱人，其实事业和
家庭是可以兼顾的。我会尽可
能地抽时间陪妻子和孩子，如
果工作和家庭有冲突，我一
定把家庭摆在首位。”在娱乐
圈，陆毅和鲍蕾的爱情看似
平凡却不简单，能相知相守
2 0年，与两人深谙相处之
道，用心经营不无关系。

《中国好男儿》

重现经典片段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本周
五，《中国好男儿》将迎来三强争夺
战，刘宇超、贾征宇、汪铎、金瀚四人
中将有一人就此止步。在“真心英
雄”的主题下，究竟哪三位选手将成
为该场的最终英雄？

在周五的“演技大考验”环节
中，几位选手将挑战著名电影中的
经典桥段，真正展现影视新星的表
演能力。唱跳全能的刘宇超演绎潇
洒侠盗佐罗，来一场英雄救美；一贯
温柔的“情歌王子”贾征宇则舍弃绅
士路线，挑战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
香》；“漫画王子”汪铎更是演技大爆
发，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痴情离
别演绎得细腻动人。

一向躲在“安全范围”的贾征宇
这次可谓突破常规、解放天性。几支
墨笔，一身蓝布衫，仿佛瞬间星爷上
身，秒变风流才子唐伯虎。他一面挥
墨抛笔、纸上作画，一面和秋香唱和
谈笑，时不时还蹦出几句“专业造假
三十年”之类瞬间跳戏的搞笑台词，
把导师萧亚轩逗得合不拢嘴：“我看
得很开心，这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
观众的心态。我觉得贾征宇放开了
自己，非常不错。”

国国产产动动画画片片转转向向““全全年年龄龄段段””
在好莱坞大片《霍比特人》

强势登陆的背景下，中国电影
市场在２５日出现一个异数：国
产动画片《熊出没之雪岭熊风》
的观影人次比《霍比特人：五军
之战》高出一倍多。此间分析认
为，《熊出没》的异峰突起缘于
动画片“全年龄段”定位，拉动
祖孙三代走进影院。

将于３０日起公映的《熊出
没之雪岭熊风》２５日在全国百
城进行了提前点映。来自国家
电影专资办的最新数据显示，
１月２５日全国电影市场场均人
次前三名是：点映的国产动画
片《熊出没之雪岭熊风》１０２
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４７．８人、《重返２０岁》２１．３人。

《熊出没之雪岭熊风》在
延续上一集温情关爱、幽默
搞笑、惊险刺激的特点同时，
进行了创新和升级，主角集
体“穿越”回到了童年。据该

片出品人之一尚琳琳介绍，
影片以儿童的年龄特性和成
人的娱乐解压需求为核心目
标，有很多商业元素，力争打
通“全年龄段”观众。25日有
６５％的观众是祖孙三代的家
庭观众。

几年前，《喜羊羊与灰太
狼》开创了“小手拉大手”的观
影模式——— 只要孩子喜欢，就
不怕大人不被带进电影院。但
随着产业发展和市场扩容，低

龄化动画电影的票房没有明
显提升。自２０１３年在中国热
映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原
始人》起，中国电影人开始反
思，低龄化的策略已难以强
有力拉动观众走进影院观看
动画片。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研
究部副主任宋展翎认为，《熊
出没之雪岭熊风》摆脱了国产
动画片低龄化印象，以精良制
作和立足本土的成熟故事设

计，赢得了年轻人、中年人和
老年人的“合家欢”。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
中心主任尹鸿说，作为全球动
画片两大领军产地之一的美
国，采取的是适合全家观看
的“合家欢”策略，基本以动
物 和 家 庭 关 系 作 为 核 心 内
容，让孩子和成年人找到各自
的视角。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童刚说，中国电影人要破除

“动画电影就是儿童电影”的
陈旧偏见，使中国动画电影回
归家庭本位，提高“合家欢”型
的动画电影生产数量，使之从
主要面向少年儿童到面向所
有观众的方向转变。“只有坚
持老少皆宜、面向家庭、面向
所有观众，中国的动画电影才
能够真正赢得大市场、获得大
发展。”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由陈
可辛执导的经典爱情电影《甜蜜蜜》
将于2月13日情人节前夕复映。1月
27日，片方正式发布消息，导演陈可
辛邀请窦鹏重新编曲，新生代人气
歌手鹿晗重唱电影主题曲《甜蜜
蜜》。

导演陈可辛认为，鹿晗不但声
音很干净，领悟力也很高，“他几乎
完美地表达了《甜蜜蜜》中的情感，
比之原版《甜蜜蜜》更富有现代感和
年轻人的特点。”鹿晗表示，自己想
要用最好的感觉来诠释这首《甜蜜
蜜》，为歌曲带入更多属于年轻人的
声音，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感受到这
部电影中的情感。

鹿晗重唱《甜蜜蜜》

“干净动人”

全系列14年吸金近60亿美元

《《霍霍比比特特人人》》的的AABB面面
截至28日凌晨，《霍比特人：五军之战》的中国内地票房已经攀升至3 . 9亿元。影片票房走势大好，主要是依托

类型与情怀上的优势。这部收官之作虽难掩内容上的仓皇，但也算是一次用心的道别。
从《指环王1》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14年一代人的魔幻梦，60亿美元的总票房，这就是《霍比特人》的AB面。

《霍比特人》A面 14年的魔幻梦

依托英国作家J.R.R.托尔金
的小说《霍比特人》，彼得·杰克逊
历时266天拍出了《魔戒三部曲》
的前传。1996年的《霍比特人》小
说版本算上插图不过336页，最终
被杰克逊幻化成了474分钟的大
银幕影像，加长版更是长达512分
钟。说得直白点，在《指环王:魔戒
再现》开篇用7分钟交代的背景和
魔戒的由来，这次杰克逊花了近8
个小时重新讲了一遍。

《霍比特人：五军之战》(以
下简称《霍比特人3》)的进步在
于故事节奏明显加快，尤其是和
前两部《霍比特人》相比，既有史
矛革大闹长湖镇，孤山一线的五
军之战也被迅速引爆。对于魔戒
迷来说，片中几段副线其实更精
彩。比如精灵女王凯兰崔尔对抗
九大戒灵、压制索伦的部分。这
次，精灵女王为了保护甘道夫离
开，主动唤醒体内强大战斗力。
也许得益于十几年来特效技术

的迅猛发展，这次她的黑化比14
年前更细腻更凄厉。只可惜这一
故事线在后来的几十分钟里根
本没有再交待，对铁杆魔戒迷来
说有些意犹未尽。

对粉丝更大的安慰来自结
尾：五军之战结束，比
尔博·巴金斯坐在小屋
里伏案提笔，冲门外叫
嚷：“我不欢迎访客、祝
寿者或者远亲”，“如
果是一个老朋友呢？”
甘道夫熟悉的声音响
起。我们仿佛穿越回2001
年初见夏尔的那一刻，

《指环王》三部曲和《霍比
特人》三部曲串成了完整
的圆，假装没有终结的中土
梦就这么醒了。这个明显呼
应的结局，像是和即将远行
的老友告别，说再见却不知
何时再见，也再没有14年可
重新托付了。

《霍比特人》B面 60亿美元的票房

与之前所预期的一样，《霍
比特人3》的登场，让影市陷入了
狂欢。自上周五上映，该片连续
三天登顶票房冠军位置，颇有王
者归来的架势。不少业内人士已
把《霍比特人3》的预期票房由之
前的6亿元上调到7亿。甚至不少
人坦承，该片有机会向9亿票房
发起冲击。

3D市场的一家独大，给了“霍
比特人”很多机会。据记者拿到的
院线新片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虽然1月底2月初还有安吉丽娜·
朱莉的《坚不可摧》、动画片《熊出
没之雪岭熊风》、《喜羊羊与灰太
狼》、《饥饿游戏3》等新片登场，但
是不少院线经理对记者表示，《霍

比特人3》在春节之前基本上
是独霸3D市场，在IMAX中也会
占据相当大的份额，这部电影的
掘金战线长达一个月之久。

票房分析网站Boxo f f i c e
mojo统计显示，中国市场首映三
天的票房成绩，《霍比特人3》创
下了除北美以外的最高首映票
房成绩。北美知名影评人塔里克·
汗坦言，“《霍比特人3》基本上在其
它国家和地区都已下线，只有中
国依然处于高增长状态之中，如
果中国能够贡献9 .6亿元票房，那
么该片就有望跻身系列全球票房
前三位。”据此，《霍比特人》系列电
影有希望达到60亿美元总票房，创
造电影工业的又一奇迹。

本报记者 倪自放

《指环王：护戒使者》 8 . 693亿
《指环王：双塔奇兵》 9 . 233亿
《指环王：王者归来》 11 . 191亿
《霍比特人：意外之旅》 10 . 170亿
《霍比特人：史矛革荒漠》 9 . 604亿
《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8 . 664亿 （截至26日）

《霍比特人》系列全球票房（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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