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唐人街探案2》海报。

本报2月2日讯 铜官镇、
程潜故居、太平街、湘绣……
这是能引起长沙观众强烈共
鸣的电影《国礼》的场景，今
日， 该片在潇湘电影集团红
影园举行专家观摩座谈会。

《国礼》讲述了1949年初
夏， 毛泽东决定首次出访苏
联， 欲送一幅家乡湖南的湘
绣《斯大林》绣像作为礼品，
地下党专员携带秘密电台和
一份特殊使命潜入当时尚未
解放的长沙城， 与众人合力
突破敌人防线， 顺利完成任
务的故事。 电影中的毛泽东
由演员唐国强饰演， 饰演地
下党专员的男主角则由在影
视剧中多次饰演过毛泽东的
演员王晖担纲。

放映结束后， 专家们展
开热烈讨论， 纷纷发表自己
对影片的看法。他们认为，电

影《国礼》的推出，从某种程度
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十
多年来， 中国电影年产量节节
攀升， 从2007年的年产400多
部， 到现在的年产量700多部，
然而湘绣题材影片多年来一直
难觅芳踪，《国礼》 可以说填补
了这一空白。令人意外的是，他
们抱着观看行业片的心情走进
电影院， 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
个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 影片
将湘绣与湖南和平解放联系起
来， 为观众开掘了一段不为人
知的秘辛， 这里有对湘绣情有
独钟的毛泽东， 有“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有
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不怕牺
牲、默默奉献的湘绣儿女们，主
角周乐安也能在历史上找到人
物原型。

据悉，电影将于五月上映。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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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2月影市，开局就有《马
戏之王》、《忌日快乐》、《浪矢解忧
杂货店》、《南极之恋》、《莫斯科陷
落》、《盲·道》 等多部电影上映，仅
2月2日一天公映的影片就达11
部，热闹非凡。

惊悚电影《忌日快乐》讲述了
一名女大学生被“杀死”后总能醒
来的故事，无限循环的“生死过程”
中展示了女主角的各种“死法”，却
没有血腥暴力的镜头，而是采用了
心理惊悚的方式，让观众看起来更
像是一部校园青春片。

《浪矢解忧杂货店》同样改编
自畅销小说《解忧杂货店》，去年
底上映的国产版口碑不佳， 不少
观众对于这部日版都充满期待。

《莫斯科陷落》被称为是俄罗
斯版的《独立日》，这是俄罗斯首
部有关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科幻灾
难电影， 战斗民族如何大战外星
人将是本片的最大看点。

《南极之恋》是首部在南极取
景拍摄的剧情长片， 赵又廷和杨
子珊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后再组CP，在南极无人区上演“南
极救援”。除了关锦鹏、久石让、黎
耀辉这样的幕后班底， 将灾难和
爱情题材结合也是国产电影中少
见的题材。

《盲·道》则是导演李杨“盲系
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关注
人贩子对于流浪儿童的迫害，并
将由李杨亲自主演。

本报2月2日讯 今日，记
者得知，由李玉执导，方励担
任监制和制片人的奇幻喜剧
《阳光不是劫匪》已开机。这也
是《红颜》、《苹果》、《观音山》、
《二次曝光》、《万物生长》之
后，华语影坛黄金拍档李玉方
励首次转型商业大制作。

老虎“篡位”成新铁三角

制片人方励透露，《阳光
不是劫匪》改编自日本伊坂幸
太郎的爆笑小说《阳光劫匪》，
伊坂幸太郎曾与东野圭吾、村
上春树连续包揽权威书评杂
志《达文西》最受欢迎男作家
前三名，这是他的作品在国内
进行的首次电影改编。

据片方透露， 影片是讲
述几个奇异青年勇闯黑帮夺
老虎的传奇冒险故事。 李玉
坦言，《阳光不是劫匪》 已经
是她和方励的第六度合作，
投资规模及制作难度都远超
之前项目， 充满了奇幻、喜
感、冒险，犯罪等商业元素，
也是两人手头上众多项目中
他们最兴奋、 最急切想奉献
给观众的一部奇幻喜剧。

“新片是否与范冰冰合
作” 对于李玉而言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话题。 李玉此前四
部作品都是范冰冰作为女主
角， 而四部作品还成功将范
冰冰五度送上影后宝座。所
以， 新戏即将开拍的消息刚

刚被透露， 就有网友开始期待
李玉和范冰冰的再次合作，对
此李玉非常爽快地表示，“我和
冰冰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
是特别默契的搭档。 等这回拍
完老虎， 我相信未来还会与冰
冰再度合作。”方励更是戏言这
次老虎“篡位”成了他和李玉新
的“铁三角”。

新片将实拍孟加拉虎

为了达到最好的视听呈
现， 李玉和方励还做了一个疯
狂的决定，《阳光不是劫匪》要
用真实的老虎进行实拍， 而不
是依靠电脑特效的模型老虎。
为此， 李玉和方励寻遍中国甚
至远赴美国找适合拍摄的老虎
演员和驯兽师。 经过严格的挑
选， 两人最终在国内和美国选
定了5只老虎成为演员，其中包
括两只小老虎和三只大老虎。

“纯电脑特效制作虽然已
是好莱坞的家常便饭， 但如今
好莱坞众多大导演都开始回归
实景实拍， 已经很说明问题。”
方励表示，“为更好地捕捉老虎
的情感以及与主人公的互动反
应，以及真实的动物肢体语言，
《阳光不是劫匪》片中关于老虎
的实拍镜头将高达85%以上。
这是华语电影对老虎实拍迄今
为止的最高难度尝试， 连我都
没想到开先河的第一人不是男
导演， 而会被女导演李玉抢了
先。” ■记者 袁欣

《莫斯科陷落》、《唐人街探案2》、《红海行动》等15部影片2月扎堆上映

大片“来袭”，这个春节档看不赢
李玉新片《阳光不是劫匪》开机

这次，老虎抢了
范冰冰的主角

电影《国礼》举办观摩座谈
看长沙解放前夜的谍战故事

大年初一已经毫无疑
问地成为了全年最吸金的
档期， 很多票房奇迹都是
在此时产生。 今年大年初
一，主打眼的是《唐人街探
案2》、《红海行动》、《西游
记女儿国》、《捉妖记2》，堪
称票房“四大金刚”，此外，
还有30多位明星参演的
“祖宗十九代”值得关注。

2015年暑期档， 没有
人会预想到一只叫“胡巴”
的小妖精会萌翻全国，打
败《速7》创下票房纪录。如
今，《捉妖记2》 再度归来，
梁朝伟、 李宇春等新演员
的加盟也可谓亮点。 这次
长发造型的李宇春粉丝众
多， 梁朝伟更是这道新年
大餐的绝佳配料。

陈思诚从演员转型导
演， 成绩不错。《唐人街探
案》票房、口碑双丰收，成
为他的代表作。到了续集，
自然信心大增， 大胆进军

全年竞争最激烈的春节档。
《唐人街探案2》中，王宝强
饰演的唐仁为巨额奖金欺
骗“秦风”刘昊然到纽约参
加世界名侦探大赛，却由此
陷入一场连环杀人案。

如果说唐僧的取经之路
是斩妖除魔立地成佛的不断
杀戮，那“趣经女儿国”绝对
算得上是《西游记》 中的异
类。在经历了《大闹天宫》的
烂片吐槽，和《三打白骨精》
的评价尚可后，电影版《西游
记》 终于将原著中这个唯一
的爱情故事搬上了荧幕。

《红海行动》 是魔鬼导
演林超贤继《湄公河行动》
之后又一部军事动作大片，
根据2015年3月海军第十
九批护航编队赴也门撤离
中国公民任务的真实事件
改编，得到了中国海军的官
方盖章。 这部投资5亿的电
影也是春节档唯一一部拥
有IMAX�3D版本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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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气温逐渐攀
升，过年的气氛也随之越
来越浓。一年一度，让国
产电影霸占头条的春节
档也来临，一大波蓄势待
发的电影选择在2月佳期
亮相。

这不，2月刚刚开局，
电影院就迎来了拥堵的

“黑色星期五”，2月2日，
有11部中外院线新片集
体上映。这一数字，也创
造了2月单日新片上映数
量之最。 而这仅是开始，
大年初一，还有票房“四
大金刚”等着观众检验。

■记者 袁欣

A 最拥堵
“黑色星期五”来了

大年初一有“四大金刚”亮相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