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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欢动画电影《许愿神龙》
将于1月15日上映。该片由克里斯·
艾伯翰斯执导，《怪物史莱克》系列
之父阿伦·沃纳联手克里斯·布兰
博、成龙担纲制片人，成龙、牛骏峰、
薇薇倾情加盟中文配音。

◆电影《古董局中局》近日官
宣，将于4月30日上映，正式进军今
年的五一档。影片由雷佳音、李现、
辛芷蕾、葛优主演，改编自马伯庸同
名小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一尊从
日本归还的佛头文物，牵扯出一场
纠葛几十年的古玩迷局。这是一场
古玩江湖的激流交锋，也是一次复
杂人心的博弈较量，更是一份对流
失文物的坚守和保护。

◆由徐峥监制，王放放执导，孟
美岐主演的电影《我心飞扬》日前宣
布，将于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上
映。影片讲述了中国短道速滑运动
员，为了自身的冰雪梦想与国家荣
誉，历经低谷、坚持不懈，最终在赛
场上问鼎冠军的故事。 （综合）

“小红花”再证易烊千玺演技

《送你一朵小红花》成为元旦
档黑马早有端倪，预售票房破两亿
便是最明显的讯号。如果说该片上
映前就已获得极大关注，主要得归
功于主演易烊千玺的超高流量，那
么影片上映后一直居高不下的热
度和一路领先的票房，则更多依赖
影片本身过硬的质量。作为导演韩
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

《送你一朵小红花》延续前作《滚蛋
吧！肿瘤君》的题材和风格，从两个
抗癌家庭的温情故事出发，直面和
思考每个人都将面临的死亡考验，
传递出热爱生活的主题。

与《滚蛋吧！肿瘤君》相比，《送
你一朵小红花》在表现手法上能明
显看出导演韩延的进步和成长，那
些过于不切实际的梦幻桥段没有
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地气的写实风
格和温暖治愈的爱情、亲情。

片中主演全员演技在线，为影
片较好地传达主题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易烊千玺和刘浩存两位年
轻演员的表演，灵动而富有张力，
不仅让人感受到青春的美好，也让
人看到，流量演员如果接对戏、认
真演，同样能获得观众肯定。

至于片中高亚麟、朱媛媛、夏
雨等暌违银幕许久的老演员，他们
的表演宛如定海神针，声、台、形、
表均让人享受，博得了影迷的高度
评价。

《温暖的抱抱》类型和宣发给力

相对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
票房口碑双丰收，常远自导自演的
喜剧片《温暖的抱抱》则是类型和
宣发给力，质量却有点拖后腿了。
影片想从洁癖男主角的转变表达
真情的可贵，然而剧情悬浮、逻辑
硬伤太多，男主角的洁癖一会儿发
作一会儿消失，毫无合理性可言。
当然，该片的最大问题就是，作为
一部喜剧片，完全不好笑，“土味情
话”、网络段子和无厘头搞笑桥段
早已无法满足现在观众的口味。

《温暖的抱抱》给业内的启示
有三点。一是贺岁档观众对喜剧的
需求依然强大，哪怕质量一般，大
伙儿也想在新年来临之际进影院
笑一笑，这也是为什么该片口碑较
差都能获得不错票房的原因。第
二，电影宣发对票房的影响权重依
旧不容忽视，该片线上线下的宣发
一直保持强劲，因此热度也不低。
第三，演员跨界当导演千万得慎

重，表演和导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赛道，没有足够的才华和勤奋就想
执导筒过过瘾，结果只能闹出笑
话。

《拆弹专家2》票房低于预期

作为近年来最好的香港动作
片之一，《拆弹专家2》屈居元旦档
亚军。影片以惊险的爆炸场面、多
次反转的曲折剧情、饱满张扬的情
绪、精良的制作博得了业内和影迷
的一致好评，目前刚过8亿的票房
虽不算差，却略低于预期。按理说，

《拆弹专家 2》这样水准的华语顶
级动作片，票房至少应该 20 亿起
步，现在却有些不温不火。随着观
影群体年龄不断降低，这类传统动
作片可能已很难俘获年轻观众的
心了。

经历了2020年年底一批重点
影片的“轰炸”，接下来的一个月，
电影市场将恢复平静，就靠着这几
部已经上映的“余粮”撑场面。不
过，全年最大档期春节档马上来
临，只要疫情控制得当，《唐人街探
案 3》《你好，李焕英》《人潮汹涌》

《刺杀小说家》《新神榜：哪吒重生》
等影片将再次点燃市场。

（《北京日报》1.4）

3天票房近12亿 三强电影各有千秋

贺岁影片火爆开启全年市场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

剧《江山如此多娇》，将于
1月10日登陆湖南卫视，
芒果 TV 同步上线。作为
湖南广电扶贫三部曲的
收官之作，《江山如此多
娇》由安建执导，王成刚
编剧，罗晋、袁姗姗领衔
主演。剧中，年轻村支书
濮泉生（罗晋饰）与省电
视台记者沙鸥（袁姗姗
饰）携手谱写了一段筑梦
绿水青山的扶贫故事。

该剧将笔触聚焦青
春和理想，以濮泉生和沙
鸥为代表的热血年轻人
参与脱贫攻坚这场伟大

战役，互相影响、携手奋
进，用赤子之心献身扶贫
事业。他们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是
奋战在扶贫一线干部们
的真实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
每集正片的结尾，制作了
两分半时长的创作札记，
围绕正片，讲述原型人物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真实
感人的故事。部分原型人
物还将与剧中演员同时
参演，将真实生活与剧情
本身沉浸式融合，让观众
感受到精准扶贫就在自
己身边。 （《今晚报》1.4）

《江山如此多娇》10日播出

罗晋袁姗姗携手筑梦扶贫

每年开年与观众如期相约
的《最强大脑》，1月3日发布新
一季定档官宣海报，宣布第八
季将于8日起每周五21：10在
江苏卫视播出。新一季节目继
续由蒋昌建坐镇主持，薛兆丰
和攸佳宁再次携手加盟，更有
新晋脑力见证官李诞和王耀庆
惊喜助阵。区别于第七季的“圈
层压力战场”，第八季节目再度
升级赛制，首开“脑力天梯榜”。

上一季，经济学家薛兆丰
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教授攸佳宁作为中国战队联合
领队首次亮相《最强大脑》，获
得了选手和观众的欢迎和认
可。新一季，两位教授将“转职”
为脑力天梯榜的发起人。想要
攀登脑力天梯，选手们必须具
备哪些必要的素质？在官宣海

报上，薛兆丰给出的关键词是
“科学”，攸佳宁的关键词则是
“求知”。

此外，本季节目还将迎来
新晋脑力见证官李诞和王耀
庆。以科学和竞技属性出圈的

《最强大脑》是李诞不曾接触的
综艺领域，作为新一季的脑力
见证官，掌握了“幽默”和“领
导”智慧配方的李诞将和脑力
学霸们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
是本季节目的一大看点。“国民
舅舅”王耀庆去年凭借造梗力
和“霸总”形象收割了一波出圈
热度和流量关注。在不少综艺
游戏里，他也展示了出色的脑
力实力，不少观众都很期待王
耀庆在大脑舞台和脑力青年们
的化学反应。

（《信息时报》1.4）

《最强大脑》第八季周五开播，首开“脑力天梯榜”

李诞王耀庆出任脑力见证官

近 日 ，由 刘 奋 斗 执
导、张一白监制的电影

《来 都 来 了》宣 布 定 档
2021年愚人节上映，并发
布定档预告、定档海报。

《来都来了》由范伟、
廖凡、佟丽娅、黄璐、乔
杉、包贝尔、杜江、李蔓
瑄、魏大勋、海一天等主
演，是导演刘奋斗、监制
张一白继《开往春天的地
铁》后的第二次合作。

“来都来了”是中国
人常用的四字俗语，类似
的还有“大过年的”“孩子
还小”“都不容易”等，这
些俗语活跃在我们日常
生活的各种场景。影片以

“来都来了”作为片名，是
一部中国式社会话题电

影，每位国人都能通过观
看电影想起自己的亲身
经历，体会到真切的情感
共鸣。

“老弟，这一年，过得
不顺是不是……”预告开
头范伟的台词戳中无数
观众共鸣，希望 2020 年
赶快过去、2021年快点到
来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强
烈。

《来都来了》定档预
告浓缩呈现了生活中的
种种难题，以及人们处于
困境中的反应。面对这些
难题，我们究竟如何见招
拆招、从容应对？影片演
绎最贴近生活的故事，探
讨笑对生活的人生哲学。

（《北京青年报》1.4）

中国式社会话题电影
《来都来了》定档

新型农村改革题材
电视剧《向往的生活》于1
月1日登陆广东卫视全国
独家首播。该剧由著名导
演延艺执导，实力演员张
国强、傅晶主演，讲述城
市返乡青年创新创业、建
设家乡的励志故事。

《向往的生活》由作
家朱东、张越著作的现实
主义长篇小说《股份农
民》改编而成，讲述了以
包家文（张国强饰）为首

的新一代农村青年，为改
变家乡落后面貌,毅然放
弃城市的优越生活，回乡
创业。他们以成立新型农
村股份公司为目标，带领
家乡人民脱贫致富，用

“新思维”追求“新梦想”，
建设“新农村”。

该剧真实地再现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
风貌，反映了当代中国农
业改革的进程。

（《珠江晚报》1.4）

再现新农村美好风貌

《向往的生活》首播

谁说贺岁档在春
节档的冲击下已经沦为

鸡肋？至少从2021年元旦
假期看，电影市场火爆，为

全年开了一个好头。
截至1月3日下午4点，3

天假期的总票房已近 12 亿
元。其中1月1日当天，全国
总票房突破6亿元，创下元旦
档单日票房影史最高纪录。
《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

的抱抱》《拆弹专家2》成
为元旦档票房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