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在一群小伙伴的帮助下，尼柯
开启了一段惊奇冒险之旅，也渐渐
明白了家庭和友谊的重要性……1
月 25 日，该片在长沙星美影城举
行了提前看片会，作为春节档优质
进口动画片，观众发现电影不但有
关于家庭与友情这样老少咸宜的
故事，而且奇幻的冒险题材成为
影片独树一帜的重大优势。难怪大
家都说 ：这是有史以来，最感动
励志的动画故事。

《我是狼》
上映时间：2 月 2 日大年初三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6 岁以上儿童。

主创解密：虽然只是配音演员，
但黄渤对于该片还是很喜爱。他
告诉 我们，这部戏主要是兔子与
狼之间的兄弟情故事，有小朋友
习惯的梦幻场景，也有让家长看
了也会落泪的成长的哀愁。黄渤
的青岛普通话配音让影片“笑果”
更进一层，结尾曲婉婷有久石让
风的主题曲，则直接将影片拉到
了宫崎骏的 level，真是让影片不
仅有中国味道，又有洋气的国际
化气质。

《大话天仙》
上映日期：2 月 2 日大年初三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很无聊渴望有一次开心
观影经历的人。

主创解密：刘镇伟无奈地告诉
我们，该片 2009 年就已经开机，

但却待到此时才能上映，实属
难得。

虽然说孙俪方面一再强
调，希望大 家 不 要 把 这个
片子和她扯上关系。但是

“甄嬛”演潘 金莲哎，这
个 噱 头 就 够用了。“ 菩 提
老祖”一向老不正经，影
片 中 孙 俪、 林 雪 和 郑 伊

健 对应的角色分别是潘金
莲、 武 大 郎 和 武 松， 郭 德

纲则客串演出女性角色。他
们比你想象的更丑，如果你觉

得大过年的，审丑也是一种生活
的方式，那我也不反对你一睹为
快——或者添堵。

B02

一日六片上映，春节银幕大战——

电影大腕告诉你春节这么看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陈寒冰

电影院里有孙悟空、聪明一休，还有一群超级萌娃陪你过年，去不去？往年，春节都是荧屏大战，但是今年各大片商坐
不住，把赚钱脑筋放到了农历新年，于是 2014 年大年初一，首次出现六部电影同日上档抢票房的奇观，面对如此豪华的影
片阵容，选择哪一部才最适合你的气质？那么跟上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步伐，听听这几部电影的导演或演员等主创人员细
说影片……

2014年1月28日  本版编辑／陈寒冰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36  E－mail:chenhb@fengone.com 文娱·影响

豪华演员型——
《大闹天宫》

上映日期：1 月 31 日大年初一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喜欢看 3D 特效大片及

“西游”迷的观众
主创解密：周润发说 ：“这部电

影要收 9 亿票房，才能回本！”于
是导演郑保瑞说 ：“这部耗资 5 亿、
历史 3 年，由甄子丹版孙悟空、周
润发版玉帝、郭富城版牛魔王、陈
慧琳版观音、何润东版二郎神……
这么强的主演阵容当然会亮瞎眼。”

面对多部电影齐闹春节，《大
闹天宫》主创团队喊出震人口号“人
生苦短，必须大闹一场”，试图为
中国的超级大片雪耻。不过郑保

瑞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密集恐
惧症患者，或是无法接受铁扇公主
怀孕、对孙悟空有朦胧情愫的人，
还是可以谨慎选择。

《澳门风云》
上映日期：1 月 31 日大年初一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想了解赌场内幕，或是
要励志减肥的观众。

主创解密：王晶再拍“赌神”，
发哥依旧是不二人选，不过他这次
还选了谢霆锋、杜汶泽、景甜、高
虎这些新生力量加入。王晶告诉
我们：发哥六旬，依旧风度无限，
而且片中还多了几分老练成熟和霸
气侧漏。

别看这是部“赌神”大片，周
润发则告诉我们 ：“为了拍这戏影，
我一口气瘦了 20 斤！”而高虎瘦成
了一根竹竿，就连肥圆肥圆的杜汶

泽也瘦成了一表人才。难怪王晶笑
说 ：“都以为《澳门风云》是一部赌
博片，其实它是一部减肥励志片。”

合家欢温情默默型——
《爸爸去哪儿》

上映日期：1 月 31 日大年初一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各类熊孩子以及奶爸奶
妈爷爷姐姐、热恋中准备结婚生子
的情侣。

主创解密：“看到观众们观 影
后喜悦表情，说不定我们这部影片
票房。会超过去年我兄弟演的《泰
囧》哦！”“石头爸爸”郭涛充满
自信地打趣。1 月 26 日，电影《爸
爸去哪儿》在长沙横店王府井影
城等举办了全国首映式，今日女报
观影团的影迷们看过之后纷纷表
示：萌娃奶爸值得一看，只是植入
广告很“坑爹”。

郭涛介绍：该片全程在广州
长隆野生动物园 100 万平方米的

场地内进行封园拍摄，电影中间
有百余种、近 20000 只动物出现，
观众看到 Angela 抱着可爱的树袋
熊、清晨有长颈鹿群经过房子窗
户、大猩猩 来叫宝贝起床等动人
画面。“新年带着家人，看我们 5
个家庭快 乐演出，没有比这个更
快乐！”

《聪明的一休》
上映日期：1 月 31 日大年初一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看过老版《聪明的一休》
且童心未泯的观众。

主创解密：对于不少 80 后观
众来说，《聪明的一休》承载着童
年美好的回忆，现在那个聪明绝顶
的一休小和尚重回观众视野，请来
配音的部分则是担任 1997 年中国
版《聪明的一休》一休声优的王晓
燕。这是《聪明的一休》首部剧场
版，所以爱一休哥的你还是值得去
看看！

爆笑吸睛无厘头型——
《前任攻略》

上映日期：1 月 31 日大年初一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有过好多任前任女友的

“高帅富”以及有多好几任前任男
友的“白富美”。

主创解密：“我首次饰演一个‘贱
而不坏’的喜剧男一号，不看可是
会后悔哦！”韩庚得意地告诉大家。
早就听一些影评人说该片可能
是《失 恋 33 天》之 后国内
最好的爱情喜剧片，剧中
各种金句扑面而来，会
一次次点中大家的笑
穴。难怪韩庚会自信
地说 ：“我们有一 个
开心又 无 厘 头的 故
事，有一群时尚又快
乐的角色，如果说片
子不好看，那绝对不
可能！”

《U 盘》
上映日期：1 月 31 日大年
初一
可看指数：★★★☆☆
适合人群：有过“屌丝”生活经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耿庆源）近日，上影和七星在北
京共同宣布：双方将和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以及龙之娱乐共
同联手，打造全球首个以中国
文化为背景的新一代超级英雄
系列电影《兵马俑侠之觉醒》，
七星主席吴征先生表示 ：“该片
目前已进入实质性阶段，预计
2014 年 5 月份开机。” 

七星致力于与世界顶尖电影

创意人达成联盟，此次，正是要
与阿维·阿拉德这一打造出钢铁
侠、蜘蛛侠等系列世界超级英雄
的好莱坞传奇制片人共同合作，
打造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文化为背
景的超级英雄。依照“超级英雄
之父”阿维·阿拉德的惯例，每
部超级英雄问世之作都会是动
画影片，影片《兵马俑侠之觉醒》
也不例外，它将是一部全球发
行的动画影片。

■消息

的人。
主创解密：导演说：如果你是

严密的“逻辑推理控”那么请勿入。
在《疯狂的石头》之后，一窝蜂出
现小成本喜剧片，赔多赚少。《U 盘》
没有明星大腕，讲述一个 U 盘引发
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如果硬要
推荐的话理由就只有一个：接地气。

过年搭车抢钱型——
《极地大冒险 2》

上映日期：2 月 2 日大年初三
可看指数：★★★★☆
适宜人群：喜欢进口动画片的各年
龄段“萌孩子”

主创解密：导演告诉我们《极
地大冒险 2》讲述的是在银装素裹
的极地奇幻世界，小驯鹿尼柯遇
到了大麻烦，弟弟强尼被白狼集
团抓走。尼柯救弟心切独闯险境，
不料未能成功，父亲也被牵连其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陈寒冰）
马年新春就要来临，在长沙青山绿
水的梅溪湖畔，即将开启一场新春
盛会。2014 梅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
宵灯会将从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五）
至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十七）在梅
溪湖国际新城举行，市民们可以免费
享受这场时尚元素的视觉盛宴。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灯光节以“创
造、创新、创意”为主题，灯光节期
间将进行创意灯光作品展、3D 楼宇

投影创意秀、国际新春庙会、环湖
体验式花车巡游、情人节特别活动
等五大主题活动。灯光节期间，将
有近 50 组集聚国际最前沿时尚元素
的创意灯光作品展出。其中大型仿
真灯组“八骏图”，以及曾在英国伦
敦街头展出的“侏罗纪恐龙乐园”备
受期待和瞩目。届时，2013 年备受
媒体关注、被美媒 CNN 评选为“世
界最 性 感建 筑”的中国结步行桥，
也将以灯光作品的形式提前“亮相”

梅溪湖。与此同时，长 42 米，高 10
米的大型灯组《西拓》，将全面呈现
梅溪湖国际新城“两山、两湖、两轴、
三中心”的壮丽格局。

据悉，活动期间还有外籍达人
秀、《吉米吉米》、《爱丽丝梦游仙境》
主题花车之飞行马车等活动穿插其
中，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
东南亚等地的知名小吃也将纷纷汇
聚梅溪湖，让广大市民有一次浓郁
异国风情的体验之旅。

2014 梅溪湖国际灯光节即将闪耀星城 电影《兵马俑侠》将开机

为什么这么多影片都会选择大年初一上映？
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难解释。春节假期当中，大年三

十是一家团聚的日子，人们会选择呆在家里吃年夜饭，看
春晚等传统的娱乐活动。而大年初一，观影需求会迅速释放，

纵观各种娱乐活动，观影因成本小，门槛低，不需要任何技能
水平，是最适合全家老少一同参与的项目。难怪纵观 2011年至
2013 年的票房数据，在除夕，大年初一，初二三天中，大年初一
的票房都是最高的。

如果春节假期是一条票房吸金的巨龙，那大年初一就是龙
头，片商人总认为把握了龙头，就能为赌上性命的定档，增添
更多获胜的砝码。然而，观影不同于购物，往往是“一个”
就够了。一天甚至一周之内多次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极少，

6 部电影扎堆上映，大家都想从中博个好彩头，并
非易事。所以摸清各类观众喜好，有针对性上

档，也许比这一窝蜂抢票房，来得更实际，
对观众也更有利！

为何电影都抢“初一”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