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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组版 杜东霖 校对 张雪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张小青 陈红文娱新闻

导演：胡安·安东尼奥·巴亚纳

主演：克里斯·帕拉特、布莱丝·达

拉斯·霍华德

类型：动作、科幻、冒险

上映日期：6月15日
可看程度：★★★★★

比起《复仇者联盟3》，这一部
《侏罗纪世界2》的优势大概就是绝
不会被“剧透”，因为北美整整比中

国晚了一周上映，足见该片对中国

影市的重视。这一部依

旧聚焦于探讨恐龙和人

类的关系。《侏罗纪世界

2》的监制将继续由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担任，导

演换成了擅长拍摄惊悚

灾难片的巴亚纳，他曾经

执导过《当怪物来敲门》

《海啸奇迹》等片，这次

“星爵”帕拉特和女主角

霍华德需要重返恐龙家

园拯救物种，这一部电影中的恐龙

种类和数量将会更多，场面也更宏

大。巴亚纳依然采用了机械恐龙

模型与 CG特效相结合的拍摄方
式，上一集中的“老朋友”迅猛龙布

鲁也会带来惊喜的表现，甚至成为

影片最关键的转折点。《侏罗纪世

界》第一部在2015年上映，当年曾
打破多项票房纪录，最终获得16.7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目前仍位列影

史第五。

重量级《侏罗纪世界2》

导演：金井一晓

主演：水田山葵、大原惠美、嘉数由美

类型：动画、奇幻、冒险

上映日期：6月1日
可看程度：★★★★

依照惯例，“蓝胖子”通常不

会缺席内地影市，尤其是“六

一”儿童节这个黄金档

期。这次哆啦A梦的故事
以加勒比海为舞台，为

了寻找大航海时代海盗

隐藏的梦幻宝藏，大雄

一行人又开始精彩的冒

险旅程。据悉，本片3月
在日本上映后斩获了不

错的票房成绩：日本本

土 票 房 突 破 50亿 日 元
（约2.9亿人民币），观影
人数逾446万人，并刷新

了《哆啦A梦》系列电影最高票
房成绩，这个成绩也超越了同期

在日本上映的漫威电影《黑豹》。

片中将首次出现7个迷你版的哆
啦A梦，长泽雅美也将为海盗船
长的妻子菲奥娜配音，星野源还

特别献上了主题曲，看上去就像

个“蓝胖子”版的加勒比海盗。

老朋友《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

导演：邱礼涛

主演：佘诗曼、张智霖、吴镇宇

类型：动作、悬疑、犯罪

上映日期：6月22日
可看指数：★★★

从6月片单来看，这是唯一一
部值得期待的正统港片，

被誉为“最敢拍”代表的

邱礼涛回归，继《拆弹专

家》之后又一部通过职业

引发思考，《泄密者》同

邱礼涛早年执导的《伊波

拉病毒》相似，都是玩转

“病毒题材”，这次聚焦马

来西亚发生的高危变种传

染病，吴镇宇、张智霖饰

演的警察、佘诗曼饰演的

记者就此事展开调查。虽

说剧情上比较套路，但几

个熟悉老面孔的加盟还是让人倍

感亲切，同时本片也集合了警

匪、飞车、枪战、爆破等观众熟

悉的港味元素，邱礼涛则坦言自

己想要再次将香港电影的独特魅

力展现给大家，“我相信这部电影

会是大家都喜欢的那种类型”。

香港仔《泄密者》

导演：布拉德·伯德

主演：格雷格·T·尼尔森、塞缪
尔·杰克逊、霍利·亨特

类型：动作、动画、冒险

上映日期：6月22日
可看程度：★★★★★

作为皮克斯代表作之一，《超

人总动员》的续集一直让全球影

迷翘首期盼，时隔14年，这部续
作终于要和我们见面了。前作在

2004年上映时取得了极高的口碑
（豆瓣 7.9分）和票房（全球票房
6.3亿美元），还一举拿下当年的
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两次荣获

奥斯卡最佳动画奖荣誉的导演布

拉德·伯德曾一度明确表示，没有

好的创意宁可不拍。

该片的故事背景则设定在第

一部大战之后不久，超能先生成

为专职奶爸，弹力女超人则负责

拯救世界，面对生活重心的转

变，也要继续想办法控制小杰克

的超能力，另外还要面对新的反

派的威胁，一家人又该如何应

对？同时，观众们还可以难得一

见享受全球同步的“贴片短片”

（《包子宝宝》），这部短片由

皮克斯短片女导演石之予执导，

故事也是她个人成长经历的改

编，这种“看一增一”确实也是

另类的福利。目前，据海外权威

票房网站预测，影片北美开画首

周有望取得超1.4亿美元的耀眼
成绩，这也是整个6月档最有票
房潜力的动画片。

潜力股《超人总动员2》

导演：帕夏·帕特里基

主演：尚格·云顿、杜夫·龙格尔

类型：动作、冒险

上映日期：6月8日
可看程度：★★★

前段时间传出史泰龙和黄晓

明联手打造的《金蝉脱壳2》也定
档6月，消息没确定，6月初就率
先有这部尚格·云顿和杜夫·龙格

尔双雄联手的越狱片登上银幕。

据记者统计，从《再造战士》开始，

云顿和龙格尔在出演 26部电影
中已经合作了超过14部，无疑是
一对固定锁定的动作CP。这次，
云顿饰演的特工维勒被困于深海

的核潜艇里，这里也是美国 CIA
的一座监狱，这时候他遇上了同

时被困在这里的特工马可（龙格

尔饰），两人需要逃出生天，证明

自己的清白……不过，近年来云

顿接到的影片大多质量不佳，看

剧情大家自然也会联想起《金蝉

脱壳》，越狱也切换到了深海模

式，连外景拍摄都省了不少。不

过，相信对于动作片的爱好者还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动作范儿《深海越狱》

导演：李昕芸

主演：王千源、袁姗姗、刘桦

类型：喜剧、动作、犯罪

上映日期：6月22日
可看指数：★★★

6月正是吃小龙虾的好季节，
刚好也应景来了一部关于龙虾的

影片。《龙虾刑警》云集了南北笑

星，同时也邀来最佳男主角王千

源坐镇，同时还有沈腾的客串，对

影片的搞笑程度自然增多了不少

信心。该片讲述了王千源饰演的

话痨“麻烦探长”率领袁姗姗饰演

的辣手警花、刘桦饰演的老警员

等人侦破黑帮大哥借快递点贩毒

的案件，不得不盘下旁边的龙虾

馆，一边做生意一边破案……看

似剧情有些脑洞大开，但故事却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王千源的

角色形象也有大幅转变，一改以

往沉稳硬汉的气质。这部影片也

脱离了以往卧底电影全程紧张严

肃的套路，改以喜剧形式表达，如

果能够把故事讲得好还是颇具黑

马相的。

黑马相《龙虾刑警》

导演：冯巩、崔俊杰

主演：冯巩、毛俊杰、刘昊然

类型：喜剧

上映日期：6月8日
可看程度：★★★

“我想死你们了”，带来了阔

别影坛 10年的冯巩自导自演的
喜剧电影。电影讲述了冯巩饰演

的重庆老牌“调解超人”马尚来遭

遇涂松岩饰演的“调解界新秀”茅

雪旺踢馆，两人争夺“调解界第一

人”的故事，冯巩此前出演过的

《站直■，别趴下》、《埋伏》、《没事

偷着乐》等影片都是讲述平凡老

百姓的生活故事，这次他依旧延

续了自己一贯的喜剧接地气的风

格，将生活细节融入喜剧创作

中。演员阵容上汇聚了岳云鹏、

贾玲为首的一众笑星，另外还有

刘昊然的加盟，冯巩还不惧高龄

挑战了大量动作戏。近年来，传

统相声小品演员跨界电影成功案

例越来越少，也越拍越烂，不知道

“相声跨界电影”成就最高的冯巩

这次挑战能否创造新的惊喜。

想死你了《幸福马上来》

导演：韩延

主演：李易峰、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

类型：剧情、动作、冒险

上映日期：6月29日
可看程度：★★★★

《滚蛋吧！肿瘤君》导演韩延的新

作，改编自日本人气漫画《赌博默示

录》，据称原著作者对作品的版权相当

看重，如果拿不出来合适的、让人心动

的改编方案就得不到授权，为了这次

改编韩延当时连夜写了上万字的方

案，直到剧本写完才真正得到了授

权。而这次他也邀来了“流量偶像”李

易峰担纲主角，讲述他饰演的郑开司

意外背负上了数百万债务，为救植物

人母亲和青梅竹马的周冬雨登上了渡

轮开启神秘的游戏冒险，《蚁人》中的

“皮姆博士”道格拉斯则变身为幕后的

大BOSS，为了邀请他的参演，韩延还
写了上万字人物小传递给道格拉斯。

电影能否呈现出原著漫画的高深心理

战，紧张刺激的反转再反转值得期待。

日漫改编《动物世界》

恐 龙 有 望 雄 霸 影 市

5月影市在《复仇者联盟3》狂揽20多亿以及《超时空同居》的黑马逆
袭下画上了句点，不仅有漫威大法，也有星战情怀，还有国产爱情电影的

优质成绩，热闹的5月过去了，6月观众又能在影市看到怎样的作品呢？
历年来，6月的影市都作为暑期档来临的过渡档期，这个月的作品也不缺
乏“野心家”，3年前一举收割近15亿票房的《侏罗纪世界》续作强势登陆，
再次打开恐龙世界的大门，这类题材从来都得到中国观众的期待，在如今

观影人数日渐上涨的时日很有可能会创造新的惊喜。

《伊阿索密码》

上映日期：6月22日
可看指数：★★

《伊阿索密码》则讲述了未来世界

的一次生死较量——梁静饰演的冷酷

叛逆医学院高材生林子琪，为了挽救

身患绝症但又提前意外解冻的姐姐羽

琪，在赵立新扮演的姚博士诱导下，带

着命悬一线的姐姐前往北极科研基地

寻求最后的治疗希望。犯罪片有稳定

的观众市场，谁能胜出就看谁的故事

讲得好、有观众缘了。

《血十三》
上映日期：6月15日
可看指数：★★

由新锐导演李聆聪执导，黄璐等

主演的《血十三》讲述了刑警队探长邢

敏（黄璐饰）与省厅老侦查员老周（谢

钢饰）组成连环杀人案专案组破获大

案的故事。黄璐因出演《盲山》成名，

之后在娄烨执导的《推拿》中也有不错

的表现，区别于传统商业犯罪悬疑电

影，《血十三》并未过度渲染悬疑气氛

与作案手法，而是对现实犯罪案件进

行细腻而新颖的解读。

《猛虫过江》
上映日期：6月15日
可看指数：★★

各路人马都在转型做导演，小沈

阳也加入了这支大军，从目前曝光的

预告片来看，《猛虫过江》沿袭了小沈

阳一贯的搞笑风格，在笑料设置上也

尽力而为，但小沈阳近年来的人气下

滑是共识，他之前的电影号召力也平

平，这是小沈阳的导演处女作，但一上

映就和《侏罗纪世界2》正面对撞，是
要沦为炮灰还是成为黑马？只能让影

片质量和观众口碑来决定了。累累累2
（据《新京报》）

新华社东京5月30日电 日

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30日
在其官网宣布，中国导演贾樟柯

获得2018年亚洲文化大奖。
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表

示，贾樟柯是21世纪中国最杰
出的电影导演之一，他在中国

地方城市、特别是他的故乡山

西拍摄电影，用精湛的现实主

义手法，真实呈现中国普通百

姓，展现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中设法规划

自己的人生，尤其体现出了年

轻一代的希望及挫折。“他的工

作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获得高

度赞扬。”

福冈亚洲文化奖是日本福

冈市为弘扬亚洲文化于1990年
设立的奖项，旨在保护和发展亚

洲文化，并为亚洲人民互相学习

和广泛交流奠定基础。该奖设

大奖、学术研究奖和艺术文化

奖。今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学

术研究奖的是日本经济学家末

广昭，艺术文化奖获得者为印度

艺术家蒂扬·巴伊。

在福冈亚洲文化奖设立的

三个奖项中，分量最重的亚洲文

化大奖评选标准为“对保存亚洲

固有文化、创新多样文化有所贡

献，具有国际性、普遍性、大众性

及独特性，并面向世界展现亚洲

文化价值”。在贾樟柯之前，该

奖项的中国获奖者还包括社会

学家费孝通、考古学家王仲殊，

电影导演侯孝贤、张艺谋、许鞍

华和作家莫言。中国作家巴金

曾获首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

奖。

据悉，今年的福冈亚洲文化

奖颁奖典礼将于今年9月在福冈
举行。

贾樟柯获20182018年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近4040部新片66月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