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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降妖录》

探案高手来了
由上海强盛影视、利达影业、乐道互

娱共同出品，罗法平任总出品人，林国华
任制作总监，钟志鹏担纲艺术总监，许文
俊任制片人，李国沅执导的电影《青天降
妖录》宣布定档 11 月 10 日。

该电影由谭新源、黄菲飞监制，陈浩
民、阚犇犇、涂黎曼、赵飞燕、严艺丹、张庆
庆、褚前联决主演，讲述了人间探案高手
包希仁携手同窗公孙无策前往妖界为抓
获杀害妖王的真凶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据凤凰娱乐）

由导演高翊浚执导，范冰冰、高云翔、严屹
宽、马苏、张国立、郭品超领衔主演，徐帆特约出
演、潘迎紫、潘虹特别出演，姜宏波、谢依霖、任
山、林鹏、萧浩冉、彭小苒、郭靖、郑雅文、朱嘉
琦、 刘晓虎、 袁晓旭联合主演的历史传奇巨制
《赢天下》近日发布首支先导片，这部备受关注
的大剧首度揭开面纱。

《唐人街探案 2》

定档大年初一

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强、刘昊然
主演的喜剧冒险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
案 2》将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大年初一）
登陆全国各大影院。

今日片方发布“大跌眼镜”人物海报，
全明星主演阵容终于掀开神秘面纱。 王
宝强、刘昊然、肖央、刘承羽、尚语贤、王
迅等悉数亮相。“浮夸”搞笑的人物造型个
性十足，中、日、美三国实力派演员的强
强联手， 更让人对这部极具国际范的喜
剧大片充满期待。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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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天下》展大秦帝国恢弘壮阔

范冰冰演绎奇女子巴清

由“偶像剧教父”瞿友
宁担任总策划， 潘镜丞执
导，张丹峰、谭松韵、应昊
茗领衔主演， 代超、 周梓
言、陈燃、王嵛、阿楠等主
演的都市情感偶像剧《特
化师》。日前曝光了一款纯
爱版海报，海报中张丹峰、
谭松韵俩人相互依偎躺在
淡紫色的天空中， 面带微
笑，互相凝视彼此，微微一
笑治愈而美好。 唯美浪漫
梦幻而又不失质感， 甜蜜
的幸福感扑面而来。

从古今结合、 到惊险
逃亡、 到丛林探险、 再到
古典宫殿，《特化师》集结
了时尚、古装、特化、唯美
等多种元素于一身， 而本
次曝光的纯爱版海报，更
是另辟新径 ， 一改往日

“重色调 ”， 大玩“小清
新”。 海报中，身处云巅之

上的张丹峰、 谭松韵面带
微笑， 眼中尽是彼此，幸
福感仿佛要溢出来。 画面
主色调以清新暖色调为
主， 渲染出爱情的通透纯
洁。 构图精致巧妙， 张丹
峰、 谭松韵相互依偎，营
造出无限的遐想空间。
《特化师》 总能以一种出
其不意的方式带给观众极
具冲击力的视觉享受，在
多元、 神秘又充满想象的
世界里，《特化师》的每一
次曝光， 都能让人产生无
限遐想， 让观众对剧情充
满期待。

《特化师》用独特的角
度， 诠释了一个拥有侠女
梦想的特化小白， 穿梭于

“古装臆想” 与现实生活
中， 最终成长为“特化大
神”的故事。整个剧情既跌
宕起伏又励志有趣， 在为

观众层层
剥 开 特 化 行
业神秘面纱的同
时， 又将武侠世界的“侠
义”另类解读。 剧中张丹
峰和谭松韵的感情治愈又
温暖， 从最初两人相遇时
的互怼斗嘴， 到逐渐了解
后的彼此欣赏， 两人一路
相爱相杀， 甜宠戏份不断
上演。

张丹峰饰演的王翼孤
独却渴望温暖， 而谭松韵
饰演的陈真倔强而又执
着，为梦想可以无所畏惧。
两个性格反差极大的人，

在剧中将如何展开奇妙浪
漫的爱情之旅， 又将如何
在爱情与梦想中沉浮，编
织一个探索真我的终极人
生物语， 这也令无数观众
倍感期待。

据悉，《特化师》 即将
在 11 月 17 日登陆深圳卫
视， 与你一起共赴一场关
于特化的饕餮盛宴， 敬请
期待！

（据网易娱乐）

◆东方美学和时代风貌融合
除了在剧情悬念和人物

设定上做足功课外，《赢天下》
对场景造型的捕捉和表现也
极为独到， 范冰冰服饰的色
彩、款式、纹路设计和发型的
更换，都贴合了巴清从平民到
王子候的身份转变；而最后的
囚服造型，既是对情节冲突的
点睛，也是对时代背景的再次
呼应。《赢天下》在服装造型方
面将东方美学与时代风貌相
融合，既符合历史背景，又呈
现出低调奢华的质感，展现了
浑然大气、摒弃浮夸、时代感
强的视觉冲击。

在大剧视觉和文化氛围
的营造上，《赢天下》采用了多

维度元素展现，每个场景都有
着独特的意境设计。威仪耸立
的咸阳宫大殿、风起云涌的帝
都洛阳、精致考究的竹简从外
景到内饰无一让人失望。巴清
作为一名封建帝制时代的女
性从社会最底层艰难打拼成
为大秦传奇女子，流传千年的
华夏精神也一直贯穿其中：锲
而不舍、自强不息。 即使在那
个动荡的乱世之中，巴清也始
终坚守心中的信念，这是华夏
精神的灵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
在历史洪流中的具象化展现。

不少观众表示“坐等年度
最期待大戏《赢天下》播出！ ”

（据凤凰娱乐）

◆范冰冰权谋进阶惊艳蜕变
此次曝光的先导片以电影

级的画面质感及考究的人物造
型，令粉丝大呼震撼过瘾。通过
多条叙事线和激荡的情节冲
突， 将战国末年动荡不安的时
代背景展现的淋漓尽致。

巴清从一个单纯的少女
被磨砺成看透世事的凛然王
子候， 剧情如回忆般逐条衔
接，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乱世纷
争的历史背景。 从庙堂到商
海， 从阴谋迭起的宫墙到金
戈铁马的战场， 巴清端庄华
丽，嬴政则仪态威严，眼神中
投射着气吞山河的霸气。 二
人将一幅大秦帝国恢弘壮阔

的横断面屹然耸立在观众眼
前，震撼的开场使观众和粉丝
热血沸腾。

剧中巴清与嬴政、 姬丹、
巴子墨的情感，以及与家人的
爱恨纠葛，跌宕起伏，令观众
揪心不已。巴清在权利纷争的
时局下由最初的天真无邪、浪
漫自由到最后独掌命运权柄，
蜕变过程触目惊心。随着二人
关系的升级剧情节奏骤然加
快， 在阴谋势力的裹挟下，巴
清卷入权力纷争的漩涡，身受
刑罚对黑暗残酷世道的觉悟，
与曾经那位灵动不羁的少女
形成的鲜明反差。

兄弟 ， 别闹 ！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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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天下》剧照

《特化师》海报

纯爱版唯美海报曝光

《特化师》大玩“小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