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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逆袭成春节档冠军
截至 12 日 19 时，后劲凶猛的《红海行动》累计票房 33.5
亿元。目前总票房已超越《唐人街探案 2》荣登春节档票房
冠军，距离中国电影票房亚军《美人鱼》的 33.89 亿元差距微
弱，登上中国电影票房亚军宝座没有悬念。据悉，
《红海行
动》已确认上映至 4 月 15 日。
确认上映至 4 月 15 日
也有观众认为，
回顾《红海行动》上映历程，可谓走出 《红海行动》突破了观
真正的逆袭曲线。在第一天排片不占优 众对国产主旋律电影
势，整体票房落后的情况下，凭借超高口碑 的刻板印象，摆脱了干
强势逆袭，成为春节假期期间唯一一部每 巴巴的说教，用干货说
日票房逆跌的影片，从大年初七开始连续 话：
“事实证明，国产主
15 天登顶单日票房榜首，表现抢眼后劲十 旋律、正能量的影片拍
足。
好 了 ，也 可 以 这 么 好
影片以真实的故事、真枪实弹的场面、 看。
”
林超贤表示没有续集，
“其实我比较少去想
真拼命真热血的演绎让其收获了各界好
据悉，
《红海行动》密钥已确认延期至 4
这种续集。每一部影片要有一个基础的点
评，许多观众也自发为电影打 call。不少观 月 15 日。
才可以让它再加工。只有提供了新的事件
众纷纷表示：
“看了影片深受感动！有一个
磅礴气势，
大国情怀为人称道
和基础点，
才可以考虑下一步如何走。
”
强大的祖国才有幸福安康的家！向中国军
书写中国海军的《红海行动》，以真实、
网友关注主演新作
人致敬！他们才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 我 丰满的故事和磅礴的气势为人称道。一直
除了故事之外，蛟龙突击队队员在片
们有幸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因为有着这 坚持实景拍摄的林超贤导演此次拒绝棚
中也被刻画得有血有肉。队员的默契作战
样一帮誓死捍卫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军 拍，为了拍出戈壁中的坦克大战和城市里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队员之间惺惺相惜的
人在保护着我们，向他们致敬！”
“影片真实 的爆炸，在高山和沙漠地区一拍就是四个
感情也为影片增添不少泪点。而电影的火
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让人看到中国 多月。真刀真枪、热血却又注重细节的动
爆，也使几位主角们再度火了一把，未来的
作场面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军人的刚强和柔情。”
工作动态也备受影迷关注。
而另一方面，影片包裹着大国情怀，展
12 日，队长张译就在微博上发文祝贺
现了强国实力，让人看完正能量满满：
“我
《红海行动》票房大卖，还顺带宣传了自己
们的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有强大的人民解
的新电影《刀尖》；该片改编自麦家同名小
放军，生活在中国，我很安心。”
“ 无论你身
说，由高群书执导，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一段
处何方，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背后保
惊心动魄的特工故事。
护着你。”对于电影中所传递出的爱国主
饰演副队长的杜江在片中一改往日卖
义，导演林超贤表示：
“ 这是一种很真实的
萌形象，以一身健硕肌肉的硬汉形象实现
感觉。我在军港参观了很多军营，看到了
突破，接下来他将加盟陈可辛监制、岩井俊
男男女女很多年轻的特种兵在军营里面训
二编剧的新片《之华》，与周迅、秦昊等实力
练。我觉得现在的解放军，就比如说海军
派合作。
吧，是非常有气魄的。我到军舰看到的所
此外，片中一对帅气狙击手组合——
有的东西，确实非常先进。
《红海行动》也不
黄景瑜、尹昉也攀上事业新高峰。去年主
只在中国这么红火。现在在美国、澳大利
演了戛纳电影节入围影片《路过未来》的尹
亚和加拿大，许多外国人进电影院来看这
昉，在片中演绎出羞涩的低气压男孩“李
部电影，就是想看一下现在中国的发展程
懂”如何成长为军中的顶尖狙击手，扎实的
度如何？所以我希望还没看的朋友，也去
表演获得好评，接下来他将挑战话剧舞台，
电影院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的自豪。
”
在即将于四月上演的最新话剧中出演哈姆
是否拍续集？林超贤：
暂不考虑
雷特。黄景瑜则表示未来一年应该都是在
票房口碑双丰收，也让不少人猜测导
拍戏。
据《广州日报》
演林超贤是否会趁热打铁拍续集？对此，

横扫北美的
《黑豹》内地口碑很一般
上周五，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登陆内地
院线。根据猫眼票房数据，影片首日票房达 1.4
亿元，首周末总票房达 4.2 亿元。截至昨 12 日，
该片在内地的累积票房已经超过 4.4 亿元人民
币，
在全球的票房突破了10亿美元。
3 月 9 日，
《黑豹》在内地的首映日以 36.6%的
排片率拿下 1.4 亿元，为单日大盘贡献了一半以
上票房。上周六，该片单日票房进账 1.71 亿元，
而周日的单日票房为 1.08 亿元，跌幅相当明显，
这或许会影响未来票房的走势。在漫威超级英
雄电影中，
《黑豹》的内地首周成绩介于《雷神 3》
（首周票房 3.62 亿元）和《蜘蛛侠：英雄归来》
（首
周票房 4.62 亿元）之间，这两部影片在内地的总
票房都超过7亿元。
相比在北美获得的好评，
《黑豹》在内地的口
碑相当一般，
豆瓣评分 6.8 分，
相对宽松的猫眼评
分 8 分，淘票票评分 8.1 分。许多内地观众诟病
影片剧情太低幼，充满套路，动作场面的亮点也
非常有限，甚至有人调侃：
“ 这是黑人版《狮子
王》。
”
不过，
《黑豹》在北美的吸金力可是余温不
减，在上映的第 4 个周末揽金约 4114 万美元，成
为 2018 年北美周末票房排行榜首个“四连冠”，
也是漫威电影宇宙开创 10 年来第一部获此佳绩
的影片。据最新统计，
《黑豹》的北美累计票房已
达 5.62 亿美元，
在美国电影票房总排行榜的名次
从上周的第 10 位升至第 7 位。在美国超级英雄
电影序列中，
《黑豹》现在位列总票房亚军。
据《羊城晚报》

为优质中生代演员写剧本

网友脑洞“大剧”引热议
日前，有网友设想出了一部《淑女的品格》女性大剧，并“钦定”
由袁泉、陈数、俞飞鸿、曾黎领衔主演。随后，又有网友谱出了男版
《淑女的品格》，并“钦点”雷佳音、潘粤明、郭京飞、段奕宏四位男主
角。这两部还不存在的剧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纷纷开始“写
剧本”
“找主演”，从网友评价中不难发现，观众对好的剧情、题材以
及优秀的演员是多么的渴望。
日前，某网友设想出一档《淑女的品 该剧早日播出”，但还是引发众网友期待， 这四人各有特色，
无所谓谁是女主。
”
格》女性大剧，
并
“钦定”
由袁泉、
陈数、
俞飞 甚至引来
“女主们”
亲自回应。演员陈数和
而讲都市男性生存状况、情感世界的
鸿、曾黎领衔主演。该剧讲述四个大龄女 曾黎主动转发微博，
表示
“有点儿期待”
。
电视剧作品，更因为稀缺而成为题材“蓝
青年的四十岁生活。
随后，
又有网友脑洞大开谱出男版《淑 海”
。因此，
男性视角的电视剧《老男孩》才
剧中，
俞飞鸿的角色是
“研究生毕业的 女的品格》，并点雷佳音、潘粤明、郭京飞、 如此受到欢迎。
设计师，作品美感与实用兼具。平时娇娇 段奕宏四位男主。
不少观众就直言，
“之所以追这部剧，
嗲嗲，
跟客户讲生意的时候又冷冷清清，
但
对于这两个“剧本”，网友热情高涨： 完全就是冲着剧中的三个老男孩来的。”
私底下是拼酒狂魔”
。
“建议一家大公司赶快开工作室，
两部剧并 “虽然不是流量小生，
但是他们的演技实在
陈数的角色是老师，
“聪明脑瓜，课堂 行打擂台。甚至可以像美剧一样周播，边 太迷人了！
”
上幽默风趣，对待孩子温柔有耐心。课后 拍边播！两部剧的主线稳定之后还可以客
翻看微博评论，
不难发现，
网友除了吐
冷漠，
反差大。
”
串一下！
”
槽编剧不给力、
制作方跟风，
也认为市场应
曾黎是公司总裁，
“最开心的事儿就是
仿佛这两部剧真的就要开拍了一样。 该更重视这批中生代的优秀演员。俞飞
给仨闺蜜花钱，尊重男性同时在职场里打 《淑女的品格》几乎像真实的电视剧般引起 鸿、陈数、雷佳音、郭京飞等演技派被“钦
败他们。
”
巨大关注。这恰恰反映了电视剧市场中此 点”
后，
网友还在为更多的优质中生代演员
袁泉是主任医师，
“爱干净得要命却还 类题材作品的匮乏。
打
“CALL”
。
是心甘情愿跟那三人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一度大热的大女主剧虽然大都有不错
“《淑女的品格》里，
希望韩雪出来客串
对待外人能不说话绝对不蹦一个字儿，但 的收视率，
但相比于其标榜的女性成长，
强 一下女漫画家，
也推荐刘敏涛、
梅婷等一众
在闺蜜里就是一唠叨老妈子。
”
调女性自主、自强，实际上却往往“货不对 中生代老演员出演。”对于这样网选演员，
甚至还有网友为其精心制作了海报， 板”。
“大女主”们多是玛丽苏人设。所以， 网友表示：
“袁泉、
俞飞鸿们，
演技秒杀那些
四位女主各美其美，气场十足，并附上介 《淑女的品格》被网友期待“感觉很有看头 小花好几条街。
”
绍：
“该剧没有家长里短，
没有婆媳争斗，
所 啊！”也被网友建议“可以从优质大龄单身
据《扬子晚报》
有糟心的情节都没有！”虽然只能说“希望 女青年的三观出发，围绕事业、生活展开。

AI 模仿李易解说《创新中国》
上周在 CCTV9 播出的一部国产纪录片
在豆瓣上获得了 9.3 的高分，这就是由中央电
视台和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创
新中国》。在这部纪录片中，全程担任解说的
是“AI”，主创团队用 AI 分析重现了已故知名
配音演员李易的声音，这是世界首部利用人
工智能模拟人声完成配音的大型纪录片。
《创新中国》共 6 集，聚焦信息、制造、生
命、能源、空间与海洋等深具影响领域的创新
发展，在宏大的国际视野里探讨中国的创新
成长以及由此引领的世界影响。该片在今年
1 月曾经播出，引起热议，观众纷纷表示，在看
过这部片子之后，有一种“膨胀”的感觉，看完
骄傲的小火苗在体内熊熊燃烧。
总导演史岩曾表示，
“几乎每一个故事都
可以扩展成为一个系列片。科技领域的故事
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平淡而刻板，恰恰相反，
它们都是纪录片最好的题材。我们希望有更
多的年轻导演关注这个领域，去拍摄和展现
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
”
在 这 部 纪 录 片 中 ，全 程 担 任 解 说 的 是
“AI”，主创团队用 AI 重现了已故知名配音演
员李易的声音。李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
名播音员，因患急性白血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去世，享年 50 岁。李易声音低沉
浑厚，曾担任过多部专题片的解说，
《改革开
放二十年》
《邓小平》
《圆明园》
《再说长江》等
作品中都有他的声音。还曾为《肖申克的救
赎》
《约翰·克里斯朵夫》
《海绵宝宝》等配音。
制片方表示，用 AI 解说，不只是对李易的致敬
和怀念，更是对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