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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产电影的华丽
之作，《动物世界》日前在
济点映备受好评，这部可
以称之为李易峰职业生涯
代表作的电影炫酷燃爆，
让人看到满满正能量。6月
29日《动物世界》全国上
映，30日，生活日报客户端

《济南头条》特邀20位读者
前往济南新世纪影城文西
店观赏这部烧脑大片。片
中那些在拍摄技术和特效
上的革新，应该能让普通
观众近距离感受到国产商
业影片在追寻工业化品质
上的努力。

在《动物世界》中，李
易峰饰演的郑开司本

是一个混沌度日的
“废柴”青年，却阴

差阳错被卷入了“命运
号”巨轮的生死牌局当中，
绝境之下的他迸发出潜
力，与牌局上的众多劲敌
展开了激烈的脑力对决。

李易峰在片中的表现大获
首肯，很多影迷认为他终
于找准了自己的方向：英
俊的、接地气的、本土化的
超级英雄。

因为童年阴影，小丑
这一形象经常在郑开司脑
海中徘徊，成为片中一大
象征元素。据了解，从制作
层面来讲，小丑的设定是
导演韩延的一个创新性试
水。“我努力想通过技术，
场景，特效等很多方面，把
郑开司脑袋里的脑洞幻觉
呈现出来。”韩延表示。这
种略带“中二”、漫画式的
影像展现，不仅是叙事上
的创新，也是国内电影在
视觉表现上的一个特别尝
试。尽管有观众认为这种
尝试与影片本身有点格格
不入，但是令人惊艳的视
觉呈现想必能打动很多年
轻观众。这种好莱坞式的
剧作技巧嫁接到国产片
上，让观众在套路中捕捉
到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

李易峰和周冬雨之前
曾有过饰演情侣的经历，
这次二人将首次在电影银

幕上向观众呈现他们的
“情侣档”。周冬雨成功地
塑造了一个“真爱至上、敢
爱敢恨的小护士”。是郑开
司身边唯一一个和他有真
情实感的青梅竹马，两人
的关系在片中一点一滴逐
渐升温。而由奥斯卡影帝
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
幕后大BOSS“安德森”，作
为“命运号”的主人，幕后
操纵生死游戏的操盘手，
对于影片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参与此次观影活动的
读者请首先下载“济南头
条”APP，注册并绑定本人
的手机号，并在相关推送
的评论区留言“《动物世
界》+姓名”进行报名。相关
细则请关注“济南头条”。

观影时间：6月30日任
意场次。

观影地点：济南新世纪
电影城文西
店(千佛山路1
号CCPARK负
一层)

记者 金中丽

《动物世界》：随李易峰走进开挂人生

三方和解 中国好声音有望回归
制作方已向主管部门申请将《中国新歌声》更为原名

因为“抢名字大战”阔
别了两年的“中国好声音”
终于要原名回归了。近日，

《中国新歌声》第三季在嘉
兴举办发布会并启动了新
一季节目的首次录制，发
布会上，灿星宣传总监陆
伟就曾透露，节目播出时
有望以“中国好声音”的名
称回归。

记者在现场探班时也
发现，在道具及布景中始
终未有“中国新歌声”或

“中国好声音”的字样出
现，显然节目组已在现场
提前为“中国好声音”这一
节目名的回归留出操作空
间。

6月25日，浙江唐德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北京唐德国际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与上海灿星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世纪丽
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
团、浙江蓝巨星国际传媒
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和
解协议书》，各方就与“中
国好声音”相关的知识产
权纠纷达成和解，各方承
诺在协议签署后及时递交
撤销法律程序的申请。各
方同意并承诺，全部争议
撤诉后，各方均不得再就
既往争议案件向协议其他
各方追究任何责任或提出
任何起诉、仲裁、控告以及
索赔要求。

6月20日的首录发布
会上，灿星制作宣传陆伟
就说明过，称去年荷兰版
权方Talpa就已向全球发
出声明，解除了和唐德影
视方面的授权协议，并公
开宣布从此放弃“中国好
声音”这一中文节目名的
支持产权。灿星方面已将
公告的所有材料递交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在法
院作出决定前，节目
将继续使用《中国新
歌声》这一名称，授
权禁令一旦解除、
确认《中国好声
音》的节目名称
属 于 浙 江 卫 视
后，节目将立刻
进行名称方面
的变更。灿
星制作方
透露，浙
江 卫 视 和
灿星制作已
经 正 式 向 国
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提交报告：申请将
已确定于今年7月13日回
归的《中国新歌声》更名
为《中国好声音》。目前浙
江与灿星正在耐心等待
总局批复，如此看来，更
名只是时间问题。

由包贝尔首执导筒、携手
文章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

《胖子行动队》昨日发布重磅定
档预告及海报，宣布影片正式
定档9月30日，强势进军2018国
庆档。在最新发布的预告片中，
文章和包贝尔化身为“重磅特
工”，300斤的胖子形象加上各
种另类搞笑的动作戏，贡献超
多笑。

以往影视作品中的特工形
象多为冷酷睿智，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身手敏捷、干脆利落，拥
有各种高科技武器装备。而在

《胖子行动队》最新曝光的预告
中，文章和包贝尔两位特工却
显得有些“落魄”，变身为体重
超爆表、装备超低配、动作超另
类的“非典型性特工”。

据了解，《胖子行动队》主
要讲述的是文章饰演的王牌特
工“J”与包贝尔饰演的保安郝
英俊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经
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险象环
生的危机故事。 记者 金中丽

6月26日，动画电影《新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俄罗斯奇
遇记》发布电影同名推广曲《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MV。这
首推广曲别出心裁地由大家耳
熟能详的歌曲创意改编而成，
并邀请黄晓明演唱，有望成为
新一代爸爸的标志性“神曲”。

本次曝光的推广曲改编自
跨越23年的旋律——— 央视动画
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主
题曲，既保留人人传唱的经典
副歌，又加入电子、爵士、嘻哈
等流行音乐元素，为歌曲赋予
了全年龄的时尚气息。在歌词
创作上，整支歌曲也特别贴近
现代审美，有望成为新一支风
靡全国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神
曲”。

歌曲由“新晋老爸”黄晓明
倾情演绎。他表示，歌曲最吸引
并打动他的一点，就是诙谐中
体现朴实温暖的歌词。最有代
入感的便是“最难忘的回答，你
叫我第一声爸爸，陪你慢慢长
大，带着梦想一起出发”，让他
眼前瞬间浮现初为人父的种种
画面。 记者 金中丽

《胖子行动队》

曝预告海报定档9 . 30

黄晓明打造

新一代爸爸“神曲”

作为奥斯卡的主办方，美
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每年
都会招收大量的新会员，今年

“招新”人数再破纪录——— 学
院近日宣布：再邀928名新成
员加入今年的奥斯卡评委阵
容。

邀请名单中有近20位华
语电影人，包括演员刘德华、
金城武、张艾嘉，导演娄烨、刘
健，编剧王蕙玲、严歌苓，影业
高层王中磊、王中军、于冬等。
而此前奥斯卡评委阵容有张
曼玉、姜文、刘嘉玲、梁朝伟、

甄子丹、范冰冰、冯小刚、陈可
辛、许鞍华、杜琪峰等入选。

今年的新成员来自59个
国家，年龄跨度从14岁到86
岁，演员占到了20%，其中包
括“龙妈”艾米莉亚·克拉克、

“甜茶”提莫西·查拉梅、“超杀
女”科洛·格蕾斯·莫瑞兹等，

《哈里·波特》作者J·K·罗琳也
在获邀之列。亚洲人选有新加
坡演员黄经汉，泰国演员周
洪，韩国演员裴斗娜、河正宇、
金敏喜和印度演员阿里·法扎
尔、沙鲁克·汗等。

获邀担任评
委，刘德华表示：

“谢谢美国电影
艺术及科学学
院的邀请，能有
机会为喜爱的电
影投上一票，我定
会有一日当尽一日之
勤。还是那一句‘我会
努力向上’。”张艾嘉开心
地说：“期待有更多的华语
好电影出现！”金城武则维持
一向惜字如金的作风，仅以

“感谢”二字作答。 杨婉

刘德华张艾嘉金城武
获邀担任奥斯卡评委

“中国好声音”
抢名字大战新闻背景

2016年1月20日，中国唐德
影视公司突然发布公告，宣布与
Talpa签署合作意向书。

1月22日，Talpa公司在香港提出
临时禁制令，禁止星空华文公司制作
播出《中国好声音5》。

1月28日，灿星宣布星空已启动国际
诉讼，状告Talpa单方面撕毁合约的行为。

1月29日，唐德影视召开发布会，与
Talpa就《The Voice of……》版权签订协议，

唐德以“5年、4季、6000万美元”的成交价拿
下《TheVoice of……》在中国的代理权。之后

星空传媒公布，《中国好声音》原本标志性的手拿
话筒“V”造型Logo已“换新装”，“好声音”商标也已注
册。灿星表示：由于是Talpa公司单方面撕毁尚未到
期的品牌授权合约，故灿星将保留自主研
发、原创制作《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权
利。 南都

刘刘德德华华

金金城城武武

张张艾艾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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