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2017.2.4��星期六 编辑 叶竹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黄蓉A11 文体看台

本报2月3日讯 说起
有什么可以堪比春晚阵容
的综艺，浙江卫视《王牌对
王牌》第二季毫无疑问榜
上有名。今天，记者得知，
在春节期间联播的两期
节目不仅获得了全天综
艺第一的成绩， 截至2月3
日12：00，两期节目微博短
视频播放总量2亿。

大年初二初三两天联

播的《王牌对王牌》中：邓
超、郑恺两位“兄弟团”人
气王助阵王祖蓝，与全员集
结的TFBOYS现场PK；春
晚“经典喜剧人”潘长江、蔡
明等现场“调教”宋小宝、贾
乃亮等“新生代喜剧人”，从
未涉及综艺的郭达也惊喜
亮相，毛阿敏更是现场还原
当年春晚演唱“思念”时的
样子。 ■记者 袁欣

慎重选片
影片多但亮点不多

2月有20余部新片上映，不
过片单一眼望去， 让人有观影
欲望的少。

作为引进片的领头军，《极
限特工3： 终极回归》2月10日
将上映，吴亦凡有出演，但在北
美的口碑很一般。 这部动作片
的最大看点是范·迪塞尔、甄子
丹、 托尼·贾三位猛男的动作
戏， 片中当然少不了让人肾上
激素飙升的极限运动。

《遊戏规则》由何润东和黄
子韬主演， 兄弟两人闯荡上海
滩的故事， 大概的情感线就是
兄弟俩曾历经血雨腥风， 成为
了生死兄弟， 但在繁华的大上
海两人却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反
目成仇，一场厮杀展开，故事有
些俗套。

《了不起的菲丽西》 造价3
亿人民币， 是欧洲史上最大投
资的奇幻冒险动画片之一。故
事很玛丽苏， 讲一个在孤儿院
长大的灰姑娘菲丽西偏偏爱上
了芭蕾， 与小伙伴维克托一起
前往大巴黎追求梦想的故事，
小仙女艾丽·范宁和“小绿魔”
戴恩·德哈恩分别为男女主角
献声。

《上海王》电影以20世纪初
的大上海为背景， 讲述了胡军
饰演的洪门老大常力雄、 秦昊
饰演的同盟会代表黄佩玉、凤
小岳饰演的洪门成员余其扬，
三代“上海王”与余男饰演的申
曲名伶筱月桂之间的乱世情
缘。 胡雪桦表示要营造出一个

不为众人所熟知的老上海，据
说比《罗曼蒂克消亡史》里头的
上海地道得多。

良心推荐
《爱乐之城》不能错过

不过，2月有部影片绝对值
回票价， 那就是———《爱乐之
城》。

《爱乐之城》的故事发生在
当代洛杉矶，艾玛·斯通扮演的
籍籍无名小演员邂逅了瑞恩·
高斯林扮演的爵士钢琴师，两
个人坠入爱河，在夜灯下漫步，
在公路上跳舞， 又因了解而分
离，携手走过的路虽不长，但却
给彼此的生命留下了最浓墨重
彩的一笔。 该片在视听语言的
呈现上， 查泽雷导演使用了大
量的装置艺术，用色块、几何形
状以及光线的明暗区隔做出了
明确的风格性特征， 极其华美
且富有质感的颜色、 精心创作
的歌舞场景和优雅的场面调度
都深具古典气质。

这部影片不仅获得“完美、
极好、叹为观止、大师之作、无
法自拔”的逆天评价，拿奖也拿
到手软， 金球奖七提七中成大
赢家， 奥斯卡同样给予前所未
有的高礼遇，获得十四项提名，
平了奥斯卡史上单片获得提名
最多纪录（之前是《泰坦尼克
号》）。

这部影片已确定于2月14
日情人节在长沙上映， 深情的
钢琴曲、悠扬的爵士乐、热情的
桑巴舞将为情人节增添浪漫唯
美与多情。

本报2月3日讯 北京时间今
日， 火箭队在领先20分的情况
下，客场惨遭老鹰队逆转，最终
以108∶113不敌对手， 本赛季
被老鹰队“双杀”。而在北京时间
4日上午9时，火箭队（36胜17负，
西部第3） 将在主场迎战公牛队
（25胜25负，东部第7），这是双方
本赛季的第一次交手。这场比赛，
除了哈登与韦德、巴特勒巨星之
间的对位看点十足外，半场休息
时姚明在火箭队的11号球衣退
役仪式也受到了极高的关注。

3日比赛全场， 火箭队三分
球命中率仅为25.5%。1月份，火
箭队的三分命中率仅为33.2%，
排名倒数第3。而2016年，火箭
队的三分命中率高达38%，联盟
第5。 三分命中率的大幅下滑直
接影响了火箭队的战绩，不敌老
鹰后，火箭队在最近13场比赛里
输掉8场，在这之前，他们拿到了
9连胜。 但在今天被老鹰队逆转
20分后，火箭队却没有太多的时
间来难过，因为他们紧接着就要
迎来和公牛队的比赛。

“精神上我们没有做好打硬
仗的准备，这种失利是最难以接
受的失利之一，” 火箭队主帅德
安东尼说，“但这只是一场比赛，
我们明天（4日）还有一场比赛，
我们需要恢复平静，找回我们的
打法。”

此前，在谈到即将到来的火
箭队11号球衣退役仪式时，姚明
拿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作
了比较。“有些相似， 但不同。因
为名人堂是一种荣誉。休斯顿主
场更像是家。之前（我）有一个习
惯，每次在球场跳球前，我总喜
欢看球馆上空那些（退役）球衣
来激励我自己， 那真不可思议。
从现在起，我的球衣也要挂上去
了，那会非常特别。”

■记者 叶竹

春节档之后，2月影片有点淡，靠《爱乐之城》为情人节添浪漫

“春雷”需避开，佳片仍可待
周星驰、徐克、成龙、王宝强、韩寒

混战春节档， 目前六天（截至2月2
日）总票房33.8亿，刷新了历史纪
录，为今年电影市场赢得了“开门
红”。经过热闹的春节档后，2月影
市小淡季来临，2月3日，记者在

长沙影城拿到了2月片单， 看完后只
想奉劝各位看客一句：立春后，雷多了，看
片需慎重。 ■记者 袁欣

本报2月3日讯 作为春节
档的口碑担当，韩寒导演的《乘
风破浪》 票房正一路逆袭，6天
累计票房4.16亿。 今天，《乘风
破浪》发布了一支演员特辑，邓
超、彭于晏、赵丽颖等演员讲述
电影拍摄中的心得体会，原来，
徐太浪的扮演者邓超想演的是
“六一”。

纪录片中， 邓超表示，“羡
慕高华阳， 因为最想演的就是
六一（高华阳饰演）这个角色，

他对爱人、 兄弟的执着让这个
角色丰满无比。”而彭于晏则对
此次饰演的角色徐正太十分喜
爱，阿正是一个人如其名、重情
重义又有点坏劲儿的人， 很有
挑战性。 赵丽颖则对自己此次
颠覆出演“妈咪”感慨万千，并
赞叹韩寒是一个想象力丰富且
富有才华的导演， 塑造出的这
个妈咪形象不落俗套、 十分特
别。

■记者 袁欣

《乘风破浪》曝演员特辑
原来，邓超想演的是“六一”

连连看

祝绪丹《三生三世》演反派
本报 2月 3日讯 杨

幂、 赵又廷等主演的仙恋
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正在热播，今天，反派
“玄女” 扮演者祝绪丹接受
了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从
无害小白兔到毒辣心机女，
被观众恨得牙痒痒，而对祝
绪丹来说是演技的肯定。

祝绪丹透露， 每次完
成拍摄之后， 自己都会在
现场的监视器前， 观察表

演的细节、揣摩神态、肢体
动作等。 她的演技引发网
友们一大波热评：“从天真
无害到毒邪执念中间就差
一个玄女”，“玄女的演技
太赞了，简直坏到极致，气
到牙痒痒！”

据介绍，该剧根据唐七
公子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
青丘帝姬白浅和九重天太
子夜华的三生爱恨，三世纠
葛的故事。 ■记者 袁欣

阵容堪比春晚，“王牌”收视喜人

本报2月3日讯 北京时
间今天， 国际体育仲裁院
(CAS)正式发布公告，宣布
剥夺2016赛季亚冠冠军全
北现代2017赛季亚冠参赛
资格。

全北现代由于行贿案
件被亚足联赛事准入组织
惩罚，被取消下赛季亚冠参

赛资格。亚足联赛事准入组
织罚单公布后，全北现代第
一时间提起了上诉。不过根
据国际体育仲裁院近日发
布的公告， 上诉已被驳回。
这也意味着全北现代将无
缘下赛季的亚冠联赛，顶替
他们出战的将是济州联。

■记者 叶竹

韩国劲旅全北无缘2017赛季亚冠

北京时间2月3日，火箭主场遭老鹰逆转，得了41分、8次助攻和8
个篮板的哈登心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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