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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搖》 劇照首發
楊冪阮經天“眼技”十足
由楊冪、阮經天領銜主演，高
偉光、賴藝、張雅欽等聯袂主演，
劉奕君特別出演的電視劇《扶搖》
今日首次掀開神秘面紗，曝光
“藏鋒版”主題劇照，楊冪（飾扶
搖）與阮經天（飾長孫無極）對望
凝視似有千言萬語，考究的光線和
構圖比例以及沈郁古樸的置景讓不
少網友稱贊“影級配置”，成為關
註焦點。
楊冪阮經天劇中對望首現火花
實力陣容有顏值有“眼技”
這組靜態劇照以生動的情節給
人以動態之感，眾位演員神情有
戲 ，滿滿“眼技”引人無限遐思：
楊冪乘壹葉扁舟於碧湖之上，神色
悠遠但似有心事，五洲的傳奇經歷
正在腳下步步書寫；身處碧綠竹海
的楊冪如同烈焰，眉如遠黛、氣場
全開，周身浮動的竹葉將危險的氛
圍蔓延開來；阮經天身著華服凝視

折扇，蹙眉深思亦天下亦佳思；兩
人深情對望更是將萬千情愫傳遞出
屏幕外，似是久別後的重逢，似是
離別前的珍重，二人碰撞出的四濺
火花再次讓劇迷們吃了壹顆“定心
丸”，蕩氣回腸的愛恨傳奇或許正
是在這壹次次的回眸，壹次次的對
望中展開。
此次《扶搖》誠意滿滿，除了
楊冪與阮經天同框劇照，劉奕君
（飾齊震）、高偉光（飾戰北野）、
賴藝（飾宗越）、張雅欽（飾雅蘭
珠）在劇中的形象也首次呈現在觀
眾面前：劉奕君在暗簾後俯首躬身，
但眼神卻是機關滿滿，壹場權謀心
計的對弈即將展開；高偉光飾演的
烈王戰北野，戎馬倥傯頗有王者之
姿，青青胡茬在滄桑之間卻荷爾蒙
爆棚；而賴藝此次古裝扮相可以稱
為“面如冠玉”，低眉掀簾亦有驚
鴻登場之意，氣度不凡，劇版《三
生三世十裏桃花》中穩重溫和的大

劉若英沙灘挖坑慘“被埋”

網友：像恐怖片！

劉若英在微博曬出自己埋在沙坑裏的視頻並發文調侃自己和
好友本打算挖壹個沙坑給孩子做“天然遊泳池”，沒想到好友們
也為她準備了壹個沙坑，最終，“奶茶”劉若英也未能逃脫“被
埋”的命運！劉若英也在微博無奈自嘲道：“自己挖坑給自己，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網友們也紛紛留言調侃劉若英“挖坑給自己”的梗：“自己
的坑 ，自己填！”“大早上就看到這麽刺激的畫面！”“老劉，
妳是要上天！”“好像恐怖片！”

被楊丞琳改劇本拖累？
藍正龍暖心力挺：這是好事

師兄疊風此次將化身“毒舌大夫”；
張雅欽額間花鈿、環佩叮當，走路
帶風的青春可愛在陽光的氤氳中渲
染出壹片朝氣。
服飾造型去繁從簡質感為上
布景美術潑墨五洲長卷
《扶搖》的服飾由曾獲兩屆
金馬 最 佳 造 型 設 計 的 張 世 傑 打
造 ， 符 合人物的身份定位的同時，
《扶搖》 的 服 裝 造 型 從 配 色 到 裝
飾都以低調穩重的古風為主。除
了定妝照中的紫色俠衣，楊冪此
次曝光的男裝造型之壹僅有清灰、
藕荷以及白色三種 色 調 ， 淡 雅 清
冷 的 氣 質 溢 出 屏 幕 ，紅黑相間的
服飾則幹練且充滿俠氣，壹支金
釵壹副耳環雕刻出高級美感；在
劇中是王公貴族的阮經天服飾多
為昂貴絲綢，但配色仍遵從簡單，
穩重而不失貴氣。這組劇照也再
次印證《扶搖》在服飾造型方 面

所下的功夫，讓不少觀眾感嘆
：“四十五天制造壹件服裝果真
名不虛傳”。
早在花絮曝光之際，《扶搖》
的道具布景就以質感引得眾口
稱 贊 ，此次首度曝光的布景也可
見制作 用 心 。 精 細 雕 刻 的 燭 臺 燭
火 明 亮 ，渲染出或浪漫或憂傷的
氛圍；帷幔紗簾的巧妙運用讓畫面
構圖看起來十分具有意境。劇組從
6 萬平米的蠻荒之地建造了多重景
觀，卻也巧借自然的湖光山色，將
場景置入到悠遠的古代河山之中。
擔任《扶搖》美術總監的邵昌勇麾
下作品有廣為人知的《瑯琊榜》與

《偽裝者》，此次劇照的曝光也讓
觀眾摩拳 擦 掌 期 待 解 鎖 更 多 《 扶
搖》中的古風場景。除了張世傑
與 邵 昌 勇 ，《扶搖》的幕後班底
還有曾斬獲白玉蘭獎的導演楊文
軍 、《甄嬛傳》與《紅高粱》的
攝影指導謝澤、《英雄》與《十面
埋伏》的武術指導李才、《瑯琊
榜 》與《甄嬛傳》等作品的禮儀
執導張曉龍加盟，將為觀眾呈現壹
場視覺盛宴。
電視劇《扶搖》講述扶搖為解
五重封印，踏上五洲歷險之路，與
長孫無極相識相愛的傳奇經歷，目
前正在緊張拍攝中。

《天使的幸福》溫馨收官

明道初心不改篤定前行

由明道、劉詩詩主演的偶像劇
《天使的幸福》於昨晚迎來收官，歷
經磨難後的“羅漢果 CP”終於解開心
結，圓滿舉行婚禮，壹蘋、奉恩等人
的感情糾葛也有所歸屬，可謂是完美
的大結局，讓觀眾心滿意足。而這部
沈澱六年之久的作品從前期制作、完
成拍攝再到遲來的播出，明道幕前幕
後都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努力，不過好
事多磨，六年時光對表演的初心不
變 ，變的是每個階段對自己的要求和
目標，篤定前行，給觀眾帶來更多精
彩的作品。
“羅漢果”終成眷屬
明道被贊是真天使
從安傑羅求婚被拒到壹蘋身世遭
遇層層揭開，眼看快要大結局，安傑
羅與曉涵的愛情仍然備受考驗，被虐
得不輕，看到壹貫堅強的曉涵再度身
心俱疲，明道詮釋得安傑羅無奈而心
疼，決定讓她放壹個假完成壹段獨自
的旅行，短暫的分離和冷靜反倒讓曉
涵明白誰才是她最愛的人，也終於告
白，“這壹路雖然有笑有淚，但陪在
她身邊給她溫暖的永遠是安傑羅，妳

才是真的天使！”天使劇中迎來了幸
福，戲外同樣引人感懷，明道在微博
上分享了壹組和壹蘋六年差的跨時空
猜拳，當年的呆萌小女孩轉眼間已成
為活潑美少女，而明道卻未曾改變，
還是那個有些寵溺又不失氣場的暖
男。不少網友感嘆，幸福雖遲來也是
最好的饋贈，這部作品好似無添加劑
得純愛紀錄片，給這個盛夏帶來了壹
絲清涼，在這個花花綠綠浮躁的市場
下襯托得尤為珍貴。
演好戲是初心
追求完美不僅限於此
《天使的幸福》是由明道工作室
參與制作的作品，從劇本制定到角色
地揣摩駕馭，明道和他的團隊都在努
力做到完美。從作為壹個演員出發，
談及安傑羅這個角色，他並不是單壹
臉譜化的性格，毒舌、叛逆、不近人
情的 外 表 下 實 則 有 壹 顆 癡 情 善 良 的
心 ，他的霸道自帶萌點，柔情又有著
不按常理出牌的執拗，從眼神、動作
到每壹句臺詞都極具戲劇沖突，也正
是明道多年積累的表演經驗，讓他賦
予了這個角色很多鮮活的特質，也讓

觀眾記住了可愛的“安懟懟”。而從
壹個不斷追求完美的幕後工作者而言，
明道也在默默努力得做出成績，成立
工作室這些年他親力親為參與了不少
優秀的影視作品制作，希望在演戲之
余可以多在品質上把關，此外他還耐
心提攜後輩，劇中的活潑可愛的小壹
蘋湯甄就被他簽約到自己公司，無論
是生活還是演戲都十分照顧，宛如良
師益友。對於明道來說，演好戲依舊
是初心不變，但隨著閱歷的增長，對
事業上的追求卻遠不僅於此，也更讓
人期待他之後在多領域的成績。

《火王》熱拍 陳柏霖景甜“爭演”男壹號
由著名導演胡意捐執
導，饒俊編劇，陳柏霖、景
甜、張逸傑、賴雨濛等實力
明星主演的跨越光年的軟科
幻愛情大戲《火王之破曉之
戰》轉戰象山熱拍，7 月 21
日，《火王》劇組首次開放
片場媒體探班活動。
陳柏霖景甜“約架”
藍正龍和周幼婷婚後育有 2 個孩子，因此減少工作量親
帶小孩，這次時隔許久接演電視劇，和楊丞琳壹起合作《我
的男友不是人》，不過日前爆出女方對劇本意見多、堅持大
改，導致劇組開拍延遲，他出席代言活動，力挺楊丞琳“這
是好事情。”
藍正龍 15 年前和楊丞琳合作《流星花園》，這次再合體
讓外界十分期待，不過日前爆出女方耍大牌壹事，造成開拍
延後，他力挺表示，“這是好事情，劇本重新整理，故事其
實更吸引人，演員提出來這部分真的很好，提出之後往好的
方向去走，畢竟我們年紀不是這麽年輕，用更成熟態度去跟
觀眾交流，其實也為了觀眾著想。”

吊威亞景甜壹遍過
探班當天，劇組正在拍
攝壹場陳柏霖和景甜之間的打
戲，二人分別在劇中扮演“火
王”仲天、“風神”千湄。毫無
征兆撒狗糧、壹言不合就“動
粗”，戲裏戲外的陳柏霖、景
甜雖然是第壹次合作，但兩人
配合默契，壹場矛盾沖突激烈
的舞劍戲份被二人演繹的淋漓
盡致，堪稱完美。盡管當天天
氣炎熱，不過敬業的主演二人
身著厚實的戲服吊威亞“開
打”，絲毫不含糊。
當天的戲份中，“大仁
哥”陳柏霖壹改往日的溫文儒
雅，肆意舞劍，風流倜儻。
壹身古裝造型亮相的陳柏霖，
十分驚艷，這也是多年未接古
裝劇的陳柏霖第壹次正式以嶄
新的古裝形象面對媒體記者，
簡直帥妳壹臉，現場很多女

記者秒變小迷妹。而壹身男兒
裝的“小公子”景甜也是英姿
颯爽，在第壹場景甜自己的威
亞戲份中，幹凈利落的景甜壹
遍就過，表現滿分。而接下來
在跟陳柏霖的對手戲中，景甜
更是步步緊逼、招招致命，
讓陳柏霖只能無奈防守，二
人上演的這壹段“反差萌”的
戲碼，看得在場的記者目瞪口
呆，大呼過癮。拍攝現場，追
求完美的兩位主演精益求精，
“約打模式”壹旦開啟，就停
不下來，專業精神令人感動。
天氣炎熱
“火王”陳柏霖無辜躺槍
當天象山的最高溫度到
了 38 度，而片場的溫度更是
超過了 40 度，對於三伏天中
緊張拍攝的劇組演員們來說，
高溫酷暑中的拍攝更是壹種

別樣體驗，全程高能，《火
王》劇組簡直開啟“火力全
開”模式。
而說到天氣，兩位主演
陳柏霖、景甜都說之前的取景
地銀川和現在的象山都很熱，
不過不同的是，銀川是幹熱，
而象山是濕熱。為此，劇組也
是準備了各種避暑神器，比如
壹根長達幾米的銀色吹風機大
管子，場面甚是壯觀。
在談到天氣時，有記者
問，象山這麽熱，是不是跟
電視劇《火王》正在這裏熱
拍以及陳柏霖飾演的“火王”
有關，陳柏霖壹臉的無辜趕
緊解釋，全世界都很熱，跟
我真的沒關系。不過壹邊的
景甜卻神補槍，說每次跟陳
柏霖對戲都很燙，陳柏霖只
好無奈的說，好吧，天熱怪
我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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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妳治愈我》竇驍再搭檔苗苗

溫暖並治愈彼此

﹁

﹂

“燕旬”再次搭檔“小七”
在《愛上妳治愈我》中，青年演員
竇驍與苗苗分別飾演男、女主角顏書仁
與孫樹，在劇中既是同事，也是情侶，
與他們在事業上均取得了超高成就
不 同 ，兩人的感情路卻走的相當不順，
從 8 年前的意外分手到重逢後的針鋒相
對，再到復合之後的意外頻頻，兩人的
情感線豐富跌宕，令人期待。
竇驍飾演的顏書仁，是個智商
超 高 ， 性格沈穩、低調內斂的精神科醫

被熊庇佑的小鎮充滿童話感
《歡迎來到熊仁鎮》殺青

朱亞文張榕容演繹 熊島愛情動作戲

近日由導演曹盾監制並聯合北電
教授程檣共同執導的治愈系溫暖大劇
《愛上妳治愈我》首次曝光了主演陣
容，該劇由竇驍、苗苗、彭冠英、王
思思等青年演員與金士傑、潘虹等演
員前輩領銜出演，除此之外，還有周壹
圍、曹衛宇、塗松巖、張佳寧、張峻
寧等壹批演員低調加盟，出演各種新
鮮有趣又有看點的角色。演員們用溫
情治愈的形式，在科普心理學常識的
同時，安撫著大眾直接或者間受過創
傷的心靈。

近日，由查慕春執導，朱亞文、張榕容主演的喜劇
電影《歡迎來到熊仁鎮》完成了全部拍攝工作，正式宣
告殺青。“行走的荷爾蒙”朱亞文與亞太影後張榕容首
度合作並飾演壹對歡喜情侶，而此次發布的殺青海報中，除了兩人壹如既
往的甜蜜互動外，有關熊仁鎮的各類元素也逐壹展現出來。導演透露整部電影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鏡頭是“壹場男女主角在床上相愛相殺的愛情動作戲”，引
人遐想。
《歡迎來到熊仁鎮》講述了由朱亞文張榕容飾演的壹對同在銀行工作的地
下情侶，因為銀行系統錯誤而來到熊仁鎮所引發的壹系列爆笑故事。殺青當
日，朱亞文表示作為壹部愛情喜劇電影，自己飾演的“何必”可謂“史上最強
性價比”男友，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摸魚，會唱會賺更會“撩”，堪稱使出了
自己的“十八般武藝”。主演張榕容也表示本次的角色充滿挑戰，因為自己飾
演的“蒙小鮮”雖然是銀行高管，不過自幼在賣魚店出身，因此身上難免會帶
壹些市井江湖氣，這兩種身份之間的反差感，為影片增加了爆笑橋段。
據導演查慕春介紹，電影《歡迎來到熊仁鎮》的故事設定在了壹個虛構的
地方——“熊仁鎮”上。為了體現這個信仰熊神、被熊庇佑的海邊小鎮的童話
感，劇組在影片美術策劃和制作上，也專門創作出壹了個既夢幻又能連接現實
的場景。“其實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妳會發現這個小鎮上到處都是關於熊神信
仰的元素。從山海邊大熊神的神壇，到每戶家中的小熊神龕，甚至連居民家門
口，都會有餵流浪熊的裝置。它不止是壹個幻想出的桃花源，還是壹個真實存
在的‘熊仁鎮’。”

生，但工作之余
他喜歡攀巖、戶
外探險、獨自徒
步、獨自看電影，
與 好 兄 弟 陳 壹凡
野營、射箭等，角
色亦靜亦動，十分
具有個人魅力。
巧合的是，演員
竇驍在生活中也
非常喜歡戶外活
動，因此能夠很
快準確捕捉到顏
書仁經歷常人無
法逾越的重大創
傷之，後內心戲
外化時的微小表情、動作，可以說與角
色的匹配度非常高。而在馮小剛[微博]
導演最新電影作品《芳華》中飾演女壹
號的新壹代“馮女郎”苗苗所扮演的孫
樹，是個留日的心理學碩士，外形漂亮、性
格熱情，既有都市知性女人的理性美，又
熱愛拳擊、格鬥，既有“女漢子”般的沖
動、率性，偶爾又有善解人意的柔美氣
質，能夠把這些看似有些矛盾的性格元素
綜合在壹起的原因，與她從小的家庭環境
有關，這當中又有壹個母女之間誤解與和
解的故事。兩個主要人物的性格中都存在

著豐富的多面性與矛盾的對抗性，兩位演
員也表示，正因為如此，才選擇挑戰這個
難度很大的心理醫生角色。
雖然都是首次挑戰心理醫生角色，
但《愛上妳治愈我》卻是竇驍與苗苗的
二度合作了，在正在播出的《楚喬傳》
中，竇驍憑借“燕旬”的詮釋圈粉，苗
苗飾演的“小七”同樣表演亮眼，令人
印象深刻。盡管二人在劇中並無直接對
手戲，但此次在《愛上妳治愈我》中，
兩人全新組成的 “豆苗組合”，將為
觀眾獻上壹出心理互愈與甜蜜愛情糾纏
在壹起的溫暖虐戀，請觀眾拭目以待。
作為國內首部關註國民心理健康的電
視劇，《愛上妳治愈我》有別於以往的醫
療題材，劇中所展示的28個故事，全部取
材於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案例，甚至幾位主
角的故事在生活中都局部取材了壹些心理
行業工作者的真實性格和經歷，這些讓人
似曾相識的故事，使觀眾在看劇時，常常
能感受到更多真實的觸動甚至震撼的體驗。
《愛上妳治愈我》從創作初期也面
臨著還原醫患之間溝通細節的困難，為
此，團隊耗時近 3 年打磨劇本，從早期
具備心理創傷的主角性格、生活方式、
成長歷程、家庭關系、故事走向的模型
搭建，到故事大綱完成之後臺詞階段的
專業診療與劇情故事的融合，寫作過程

中處處是困難。為了使以行業或職業為
故事背景的劇情更加專業，盡可能準確
呈現出心理醫生工作時的細節，除臺詞
階段有精神衛生學博士全程跟組，編劇
團隊更是親身前往北京回龍觀醫院體驗
生活，以求最貼切、最真實的反映精神
科與心理治療醫學領域工作者們的工作
日常。過程中劇組也得到了北京大學心
理學院、北師大心理學院師生的協助，
為更真實地還原醫者與患者之間細致入
微的心理治愈過程提供了保障。
直面國民心理健康 通過劇集溫暖
並治愈彼此
當下，社會中因為心理問題而導致
的悲劇頻頻發生，很多人因為生活壓力
過大，不堪生活重負而選擇自殺。也常
有碰瓷訛詐、惡意傷人等充滿戾氣的事
件被曝光……這壹樁樁、壹件件因為心
理問題而導致的悲劇，讓我們已經到了
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
《愛上妳治愈我》通過主人公顏書
仁治愈他人和自我的過程，為觀眾展示
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系，和在絕望中
被些許希望牽引的治愈過程。出品方表
示，希望能夠通過這部電視劇，讓大家
更多的重視心理問題，認識到人與人哪
怕是陌生人之間關愛的重要性。

《反恐特戰隊之獵影》
尤小剛揭秘“軍訓”式拍攝
都市劇不知道辛苦多少”。導演尤小剛
本人在拍攝過程中曾遭遇毒蛇襲擊，甚
至壹度昏迷。
值得壹提的是，作為隊長的黃維德
很多動作戲都是本人出演，“傷痕累
累”是軍人的榮譽標簽，也是他作為演
員的責任擔當，在粉絲問及軍事方面的
專業知識時，黃維德表示：“劇中經手
的武器都知道，拍攝前期曾到鐵血論壇
默默潛伏了壹段時間”；老戲骨石兆
琪、馮恩鶴在槍林彈雨、酷熱叢林中沒
有壹個人訴苦；對特戰隊中的女隊員孫
藝銘與魏辰靚挑戰也是有目共睹，弱小
身材身負厚重軍裝，各種訓練打鬥要體
現出英武幹練，摸爬滾打完全將自己當
成“爺們”。演員們將特戰隊“能打硬
觀眾點評“這是最佳征兵宣傳片” 仗，耍得了酷，賣得了萌”的形象詮釋
的十分貼切。
揭秘“軍訓”式拍攝生活
《反恐特戰隊之獵影》作為獻禮
強情節助推故事發展 諜戰、商戰、
建軍 90 周年的壹部軍旅題材劇，在很
多方面弘揚了現代軍人的職責擔當 。 生化多元素打造反恐新題材
劇中展現出來的有特戰隊“鐵壹般的
《反恐特戰隊之獵影》自開播以來
信仰與紀律”，同時將特戰隊的現實
生活拉入劇情，不僅可以溫暖“軍
心 ”，同時照亮了觀眾內心；不僅展示
了兵器的“冷”，同時也有人情的
“ 熱 ”，將“相信誰，依靠誰，為了
誰”的人性大題完美呈現於熒幕之上。
有很多觀眾看完之後，熱血點評道；
“這是最佳征兵宣傳片”！
這樣壹部軍旅劇拍攝過程遇到的困
難可想而知，導演尤小剛介紹：“電視
劇高強度拍攝 120 天，鏡頭量非常大，
每集都有 1500 多個鏡頭，我們幾乎每集
都在打”，在選取演員上他也有著獨特
的選取標準：“壹是吃得起苦，二是表
演能力，120 天，壹天不能少，中間不能
走，起早貪黑、雨澆、蟲咬、跌打等比
由尤小剛、許永昌聯合執導，黃維
德、牟星、何晟銘、王斑等領銜主演的
反恐題材軍旅劇《反恐特戰隊之獵影》
正在江蘇衛視幸福劇場熱播。繼“史詩
劇王”《白鹿原》、謀略劇王《大軍師
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燃起的“大男主
戲”熒屏風暴之後，《反恐特戰隊之獵
影》盡展現代軍旅劇的“陽剛之氣”。
特戰隊員以熱血揮灑豪情，劇中融合了
偽裝者臨場應變、恐怖分子生化侵襲、
商戰鬥爭等多重元素，體現出了特戰隊
的戰鬥之美、青春之美、時尚之美與創
新之美，儼然壹部征兵宣傳片，讓觀劇
者愛國自豪感油然而生，激發了年輕觀
眾對軍隊生活的向往。

情節密度令觀眾目不暇接，強情節助推
了故事發展。劇中，恐怖分子步步緊逼
，體現現代反恐面臨的嚴峻壹面。鐘原
孤膽救妻、境外叢林大戰、隊員突襲營
救，臥底高能挽局等情節盡顯軍人雄渾
之美；同時，痛失愛子的悲痛、綁架妻
子的憤怒、被俘甄別審查、愛人相望不
識等情感糾結賦予了劇情淒婉之美 。
“英雄情結”與“家國情懷”結合成就
劇情豐滿內核。
電視劇在情感方面雙線並行，在
故事結構上以戰場為主線，將反恐
鬥爭全面升級，恐怖分子欲用病毒
發動恐怖襲擊，在生物研究方面也
有所建樹，擅長心術的江寒更是用
心理戰攻破生物權威趙劍平心理防
線，打入特戰隊員家庭內部。而特
戰隊長鐘原與六號人物陸豪的心有
靈犀，增添了潛伏者的神秘之感。
職場鬥爭、生化危機、諜戰風雲賦
予其中，《反恐特戰隊之獵影》反
恐戰爭正全面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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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見過留著八字胡的超人嗎？

《正義聯盟》正在補拍 演員檔期難調趣事多

內部消息稱喬斯· 韋登的名字不會出現在
“聯合導演”的名單上，盡管今年春天紮
克· 施奈德因故退出之後他就在第壹時間
頂上。據悉，為了彌補他，片方將付給他
壹筆豐厚的酬勞，將他的名字寫在制片人
或者編劇欄。喬斯· 韋登曾執導過兩部
“復仇者聯盟”電影，在《正義聯盟》之
後，他將參與到《蝙蝠女》獨立電影的制
作中去。目前，《正義聯盟》花在補拍上
的時間和金錢已足以制作壹部中等成本電
影全片，希望今年秋天上映之後不會令觀
眾失望。

“精靈王子”上海酣戰 不開壹槍肉搏也驚險
由熙頤影業打造，奧蘭多· 布魯姆
、吳磊、任達華、昆淩、熊黛林領銜
主演，梁靜、英達、釋彥能、常戎等
主演的國產動作大片《極致追擊》已
經正式定檔 9 月 30 日全國公映。今日
，片方發布主創幕後特輯，曝光了炫
酷的貼身打鬥、當場爆破、飛車追逃
等拍攝細節。
在影片《極致追擊》中，奧蘭多·
布魯姆、吳磊、任達華、昆淩、熊黛
林立組“S.M.A.R.T.小隊”，卻因在執
行壹單護送稀世國寶的任務中遭遇失
竊，進而與事件背後的神秘勢力展開
了壹場環環相扣、驚險刺激的奪寶之
旅。主創特輯中，包括奧蘭多· 布魯姆
在內的超豪華卡司陣容悉數亮相，來
自於英、美等國的頂級幕後團隊也壹
並曝光。
實際上，《極致追擊》並不是壹
部中外合拍片，而是壹部地地道道的
國產電影，該片不僅全程在中國上海
取景拍攝，並且從劇本創意、選角、
建組到拍攝都是由熙頤影業主導完成
的。為確保影片能夠精確呈現中方制
片團隊的創作理念，也更加契合中國
影迷的觀影需求，熙頤影業負責人透
露，在拍攝過程中他們對參與攝制的
外國團隊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壹旦展
表現出不夠投入或者不夠專業都會遭
到淘汰。
《極致追擊》中包含大量精彩的
動作戲，在最新曝光的這支主創特輯

當中，領銜主演奧蘭多· 布魯姆、吳磊
、任達華、昆淩、熊黛林，主演梁靜
、英達、釋彥能、常戎等齊齊出鏡並
大玩巷戰肉搏大秀身手，招招狠勁兒
十足，拳拳到肉，爆破、翻車、追逃
等搏命戲份輪番上演，緊張的節奏直
逼好萊塢動作大片。
實際上，在前期制作，熙頤方面
從影片整體氣質的考量出發，在比較
數個香港動作團隊之後，最終慎重選
擇了泰國和以色列的動作團隊，將匪
幫硬漢的打鬥氣質壹以貫之，並成功
做到在不開壹槍、不靠任何血腥暴力
鏡頭作為噱頭的前提下，本著不宣揚
暴力的原則，通過動作本身的連貫和
好看，保證了整個場面和節奏的酣暢
、過癮。
其實，動作片每壹組炫酷鏡頭的
背後都險象環生，在拍攝片場，精靈
王子獲稱“敬業王”，甚至為完成壹
場跳樓戲份堅持拒用替身險釀意外；
“少年老戲骨”吳磊此番秒變“黑客
boy”，玩轉高能黑科技；任達華片場
變身賣萌大家長，與其他主創和動作
指導等默契對戲，更在拍戲之余身兼
多職，對演員及現場工作人員照顧有
加；甜美辣媽昆淩此番顛覆形象出演
打女，高馬尾的帥酷造型令人眼前壹
亮。
據悉，《極致追擊》目前已經成
功預售到全世界 45 個國家地區並已正
式宣布進軍國慶檔。

﹁

傑瑞德萊托或出演電影版《喋血戰士
傑瑞德萊托或出演電影版《
喋血戰士》
》
初步商談階段
索尼創建""勇士漫畫
索尼創建
勇士漫畫""電影宇宙
索尼影業目前正在邀請傑瑞德· 萊托
出演根據勇士娛樂漫畫作品《喋血戰士
》（Bloodshot）改編拍攝的科幻動作電
影。據 THR 今日消息，萊托被邀請出演
電影主角，但目前尚處於初步商談階段
。這部科幻動作電影或將由 Dave Wilson
執導。Original Film 的 Neal H. Moritz 和
Toby Jaffe 將擔任制片人。勇士娛樂的
Jason Kothari 和 Dinesh Shamdasani 擔 任
執行制片。《喋血戰士》是索尼計劃基
於各種勇士娛樂 IP 而創建的電影宇宙的壹部分。故事聚焦壹個名叫 Angelo Mortalli 的黑幫殺手，他被列入了壹項證人保護計劃。
他被幕後主控出賣，成為了制造終極殺戮機器的秘密實驗的壹部分。他的記憶被抹去並被植入了名為 nanites 的微型計算機，為了
找回自己的過去並復仇，他要同時與黑幫和警方展開鬥爭。
據稱萊托本人很感興趣這壹漫畫系列，並且他此前也曾經在《X 特遣隊》中飾演漫畫人物小醜。萊托最近將於觀眾見面的作
品是瑞恩· 高斯林和哈裏森· 福特主演的《銀翼殺手 2049》。
勇士漫畫成立於 1989 年，是漫威、DC 之後美漫中的又壹大超級英雄漫畫公司，在 90 年代初的漫畫銷量曾達到 8000 萬本，市
場份額壹度達到 12%（同時期漫威市場份額 30%，DC 市場份額為 16%），但因為經營、版權等問題始終無法與兩大漫畫公司長時
間抗衡。
而早在 2015 年，勇士娛樂就曾經攜手中國公司 DMG 印記高調宣布將打造自己的超級英雄宇宙，雙方宣布將拍攝五部電影，
首部電影就是《喋血戰士》，並計劃於當年開拍（戳鏈接查看具體新聞），但影片遲遲沒有進展。

丹尼爾克雷格確定回歸第 25 部 007！
昨天，007 系列電影的制片方宣布第
25 部 007 電影將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上映。
今天，據《紐約時報》最新的報道稱，丹
尼爾· 克雷格將正式回歸最新壹部邦德電
影。
雖然目前官方並沒有發表正式聲明，
但《泰晤士報》稱已和丹尼爾· 克雷格身
邊的兩位工作人員取得聯系，證實其已經
正式簽署協議，回歸下壹部 007 電影，而

這也是克雷格的第五部 007 電影。
這部新的 007 電影的劇本由尼爾· 珀
維斯和羅伯特· 維德聯合執筆，他們早前
還 壹 起 寫 了 《007： 大 戰 皇 家 賭 場 》 、
《007：大破量子危機》、《007：幽靈黨
》和《007：大破天幕殺機》。電影將由
邁克爾· G· 威爾遜和芭芭拉· 布洛柯裏擔
任聯合制片，電影的其他具體信息將在之
後陸續公布，包括其他主演、導演和國際

發行日期。此前，克裏斯托弗· 諾蘭曾表
示有意願執導該片，片方也曾與諾蘭進行
過接洽。
第 24 部詹姆斯· 邦德電影《007：幽
靈黨》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在美國上映，
在美國收獲 2 億美元票房，在全球收獲
8.8 億美元票房。和大多數的邦德電影壹
樣，第 25 部 007 電影也將在英國老家率先
開畫。

理查德的道別 飾厭世大學教授 瘋狂改變人生

品，雙方協調起來還算順暢。
超人亨利· 卡維爾的問題就沒那麽簡
單了。他目前因為《碟中諜 6》的拍攝需
要而留起了八字胡，這與超人形象實在太
不相符，但《碟》的制片方派拉蒙強烈反
對亨利剃掉胡子。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
帶著胡子補拍超人鏡頭，再由後期制作人
員將胡子處理掉。這個操作聽起來有點滑
稽，但卻也再次證明超人確實會出現在
《正義聯盟》中，雖然有點遲到，但他壹
定會來。
還有壹個比較尷尬的署名問題——有

《極致追擊》曝主創動作戲特輯

約翰尼 德普喜劇新片絡腮胡造型曝光

據外媒報道，為保證成片質量，《正
義聯盟》目前正在倫敦和洛杉磯補拍。
這次的補拍原計劃持續兩個月，預算
2500 萬美元。但現在因為演員檔期難調
，補拍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花費
。據悉，《正義聯盟》的主演們都太忙了
，目前只有本· 阿弗萊克和蓋爾· 加朵沒有
其他的工作安排能夠保證檔期。其他演員
比如飾演閃電俠的埃茲拉· 米勒還在拍攝
《神奇動物在哪裏 2》，因此他不得不在
兩個劇組中間來回奔波（正好發揮了閃電
俠的特長），但畢竟《神 2》也是華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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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尼· 德普主演的喜劇新片《理查德的道別》日前已
經在加拿大溫哥華正式開機，並曝光首張片場照，德普所飾
演的大學教授首度曝光造型，除了“傑克船長”，在角色中
很少蓄須的德普以絡腮胡造型現身，但仍難掩俊朗面容。
《理查德的道別》由《凱蒂的道別》導演韋恩· 羅伯茨
自編自導，故事講述壹位厭世的大學教授決定拋棄壹切偽裝
，從而改變自己人生的故事。他要求自己盡可能的大膽而自
由的生活，並且幽默而從容，不計後果，甚至有點接近瘋狂
……
今日曝光的片場照中，壹身西服套裝的“大學教授”略
顯落魄。壹貫在挑選角色上不走尋常路的德普，此次能借這
個角色玩出怎樣的花樣，不禁讓人期待。
除了約翰尼· 德普，丹尼· 休斯頓（《神奇女俠》）、羅
絲瑪麗· 德薇特（《愛樂之城》）、佐伊· 達奇（《超凡蜘蛛
俠》）等演員也加盟了該片。好萊塢金牌制片格雷格· 夏皮
羅（《拆彈部隊》）與德普將共同擔任執行制片。德普的經
紀公司 CAA 則將負責影片的發行權交易事宜。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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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中心是長者的樂園

圖為康樂活動中心的長者快
樂合影。
樂合影
。
圖為康樂活動中心的長者快樂合影。
圖為康樂活動中心的長者快樂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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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 「 康樂活動中心
康樂活動中心」
」 名廚預備的精緻
菜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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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康樂活動中心的午餐精彩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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