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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组版 杜东霖 校对 徐霖

■2019年 2月 13日 星期三文娱新闻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目前

正式定档，将于 2月 15日在江苏卫

视播出，一大批有颜有脑的学霸即

将来袭。除了三位科学导师，节目

组还力邀了三位明星强势助阵，她

们分别是韩雪、戚薇和郭采洁。

据介绍，与去年的节目相比，新

一季节目加大了真人秀的比例，比

如节目组将迎来有史以来第一对父

子档选手——13 岁儿子与 40 岁老

爸的对话，看点十足。其次，节目的

悬念制造和赛程赛制进一步升级，

将继续“百人赛”，但是比拼项目和

晋级方式都更为残酷，让观众体会

“玩的就是心跳”的感觉。挑战项目

也更为平易近人，节目集合一众学

霸，侧重考察的不是绝对的知识储

备，而是包含观察力、记忆力、空间

里等在内的逻辑思维能力。

今年的节目在战队配备方面也

做了较大的升级调整。导师方面，

由魏坤琳、鲍 和王峰领衔。魏坤

琳是《最强大脑》的老朋友了，早在

2014年，他就以“科学评审”的身份

加盟，犀利的点评和耿直的话语圈

粉无数；鲍 和王峰则从选手席走

向导师位。此外，今年还有明星加

盟，韩雪将和王峰率领山之队；郭采

洁和鲍 则将坐镇云之队；戚薇将

和魏坤琳组成林之队。

来到自己并不那么熟悉的科学

领域，几位明星都似乎做足了功

课。韩雪显得很兴奋：“很高兴和王

峰组成山之队，我们在雪山之巅等

你！”对此，搭档王峰则回应称：“雪

姐真的是和大脑很搭的明星，选手

挑战的项目她能自己上手的基本都

上手了。关键是：成功了！”郭采洁

也透露，自己常常动手整理考核成

绩的数据，要“助鲍 队长组建一个

大脑的家”。最后，郭采洁还公开表

白节目组：“感谢最强大脑，我爱我

的团员孩子们。”1
（金羊）

韩雪戚薇郭采洁加盟

“最强大脑”迎来“父子档”

湖南卫视每年的元宵喜乐会都

以欢乐团圆的氛围和别出心裁的创

意获得观众的喜爱。随着 2019 年

新年假期的结束，今年元宵晚会即

将带来的新惊喜也备受关注。据导

演组透露，全新的 2019年元宵喜乐

会将围绕“快乐大家造，为你点赞”

的主题，将视角对准每一个美丽独

特的个体，让正在奋斗中的“你、我、

他”共同奏响元宵共聚的乐章。晚

会的主持阵容也随之揭开神秘面

纱，何炅、谢娜将领衔充满新意的主

持阵容，以青春的亮色共赴元宵之

约。晚会将于农历正月十五晚 7:30
现场直播。

据了解，2019元宵喜乐会将展

现和凝聚每个平凡人的快乐，聚集

每一个值得点赞的个体，汇聚更大

的能量开启全新的奋斗一年。围绕

这一主题，晚会主视觉及舞美除了

延续往年晚会特质依旧以红色调为

主体、呼应元宵节庆风格外，主视觉

LOGO更是新增可爱的“福袋猪”形

象，每只吉祥小猪化身红色福袋，热

烈色彩搭配萌系风格，寓意为观众

送去祝福、快乐和惊喜。

每年的元宵喜乐会主持阵容也

是晚会一大看点，今年充满新意的

阵容搭配亦让人期待。其中，快乐

家族中的何炅、谢娜、李维嘉、杜海

涛欢乐集结，天天四小花中的沈梦

辰以及靳梦佳也将热力助阵，各有

特质的他们在今年的元宵舞台上或

许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突破表现。

此外，主持新生李浩菲、马思超、刘

承林、侯朋岩也即将首登元宵喜乐

会舞台。据悉，晚会中他们将会用

自己独特的串场方式打造青春新玩

法，给大家带来欢乐。1
（据《新快报》）

何炅谢娜领衔元宵喜乐会

全新主持阵容欢喜闹元宵

“我们需要仰望星空的勇气和

想象力”！这是一位观众在看过《流

浪地球》后的感受。现在想象力已

变为现实，影片已于上月底真实地

走向宇宙，搭载快舟火箭飞向太空，

《流浪地球》成为中国首部搭载火箭

奔向太空的电影，快舟火箭承载着

全部主创团队的梦想在太空遨游。

一个国家的航天技术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当一个国家真正有科技实力时，才

能拍出好的科幻电影。现在，我们

国家的科技飞速发展，在航空航天

领域的脚步更是越走越远：载人航

天能力、天宫一号空间站、落月的

“嫦娥”探测器等都为世界瞩目，正

是因为中国航空航天实力的增强，

才让电影《流浪地球》有了诞生的土

壤。

此次《流浪地球》片名出现在快

舟火箭基础级、末级包装箱上以及

整流罩上，带着全部主创团队的梦

想搭载快舟火箭同中国航天一起上

太空！科技与科幻相结合，无边的

想象力放飞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中，

正如影片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一样，

科技没有边界，想象力永无止境，希

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好奇心，仰望星

空、探索宇宙、望向未来！早前影片

组织了数百名中国航天人观影，航

天员陈冬说道：“航天员是人类派往

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这样的电影同

时也鞭策了我们，中国航天员必须

具备（影片中）这种担当和能力。”

还有航天人表示：“《流浪地球》是中

国文化自信的最好表现。”

随着电影《流浪地球》的热度逐

渐走高，许多影片幕后故事也成为

观众中的热议话题，在谈到拍摄初

衷和影片的科学逻辑时，郭帆导演

回应道《流浪地球》是一部迎向未来

的电影：“我们当年在看《西游记》的

时候，我们想有没有千里眼、顺风

耳？现在其实都实现了，但是在那

个时候这些都只是人们的幻想。想

象力其实特别重要，它是促使我们

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促进科技发

展的动力。希望《流浪地球》能够给

更多的人埋下崇尚科学，勇于想象

的种子。”1
（新华）

《《流浪流浪地球地球》》——

中国中国首部首部
奔向太空的电影奔向太空的电影

春节档电影票房再创新高

后春节后春节档新片主打浪漫爱情档新片主打浪漫爱情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年春节档今年春节档 77天长假总票房为天长假总票房为 5858..33亿元亿元，，与去年的与去年的 5656..55亿元相比小幅提亿元相比小幅提

升升。。其中其中，，科幻电影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成功逆袭成功逆袭，，以以 77天超天超 2020亿元的优势成为票房冠军亿元的优势成为票房冠军，，并打破春节长假并打破春节长假

77天单片票房纪录天单片票房纪录。。然而然而，，从观影人次来看从观影人次来看，，今年共计有今年共计有 11..33亿人次观影亿人次观影，，比去年同期的比去年同期的 11..44亿人次亿人次

有所下降有所下降。。而后春节档而后春节档，，一批爱情题材电影将浪漫来袭一批爱情题材电影将浪漫来袭，，海外大片也将带来新的观影感受海外大片也将带来新的观影感受。。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 8部电影从

阵容到卖相都相当突出，被网友称

为“最强春节档”。大年初一影市

实现开门红，最终报收 14.55亿元，

刷新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最高

纪录。

8部新片中，《流浪地球》凭借良

好的口碑和足够的话题性，在两天

时间内逆袭，成为单日冠军，随后一

直以绝对优势领跑，并最终夺冠。

排在第二位的是《疯狂的外星

人》，由宁浩执导，黄渤、沈腾主演，

取得超过 14亿元的好成绩。韩寒

执导的新片《飞驰人生》与周星驰的

新片《新喜剧之王》位列三、四位，前

者春节期间报收 10.4亿元，后者票

房超过 5亿元。这两部影片的故事

都有笑有泪，质量同样不俗。

动画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

以 4.5 亿元票房位列第五位，赢下

与《小猪佩奇过大年》之间的“动画

大战”，此前，《小猪佩奇过大年》的

预热短片《啥是佩奇》刷爆朋友圈，

但最终因为正片表现不佳，票房刚

刚过亿元，是 8 部新片的第七位。

这也证明，儿童才是看哪部动画电

影的决定者，电影营销对他们来说

并无太大作用。

成龙主演的《神探蒲松龄》以

超 1.2 亿元位列第六位，刘青云等

主演的《廉政风云》则以超 9000万
元的票房垫底。

然而，从观影人次来看，今年

总票房高了，看的人却少了，这是

为啥？业内人士分析，票价上涨是

今年促成票房增长的主要因素。

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大年初一全国

平均票价突破 45元，同比去年上涨

15.3%。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

市，像《流浪地球》这样的 3D电影，

一张票逼近七八十元，IMAX 版本

有的影院需要百元以上。高涨的

票价让不少观众望而却步，观影热

情也随之消减。

总票房高了，看的人却少了

2月 10日 21时 18分，《流浪地

球》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票房突

破 20亿元。中国科幻电影正式开

辟元年。

影片的原著是科幻作家刘慈

欣 2000年发表于《科幻世界》上的

一个中篇小说，尽管篇幅不长，但

热血、浪漫的想象力和宏观的视

角体现得淋漓尽致。

整部影片拥有恢宏的大架

构，有着中国人对人类家园的情

怀，有着制作精良的特效以及都

在合格线上的表演。从价值观到

整体完成度，《流浪地球》无疑将

国产科幻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

除了口碑好，《流浪地球》还

拥有足够的话题性，也是其成绩

好的原因。近几年，《红海行动》、

《流浪地球》等看似与节日气氛不

那么相符的影片，却在春节档拔

得头筹，从侧面说明，喜剧类型已

经退烧，能够引起观众好奇和兴

趣的新类型正在崛起。同时，观

众对影片是否符合合家欢已经不

做特别要求，而是要有足够的话

题和拿得出手的水平，电影能否

让人在春节期间的聚会、朋友圈

里提供可以消磨时间、各抒己见

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年轻人的

“刚需”。

中 国 科 幻 电 影 正 式 开 辟 元 年

在激烈的春节档大战之后，紧

随而来的电影市场还有不少精彩。

本周四，四部爱情电影将同时

登场。其中，陈玉珊执导的《一吻

定情》，由王大陆出演新版“江直

树”，与林允饰演的勇气少女“袁湘

琴”上演一场笨蛋与天才的甜蜜爱

情故事。电影《今夜在浪漫剧场》

同样值得期待，影片讲述了坂口健

太郎饰演的青年酷爱电影，和绫濑

遥饰演的女明星发生了各种有趣

的碰撞。大牌配置，相信影片的质

量会不错。此外，由谢楠、方力申

主演的《五十米之恋》、中国版《蓝

色生死恋》也将于同天上映。

紧接着，由科幻电影大师詹

姆斯·卡梅隆编剧及监制，罗伯

特·罗德里格兹执导的科幻动作

视效巨制《阿丽塔：战斗天使》将

于 2月 22日席卷国内大银幕。《阿

丽塔：战斗天使》是继《阿凡达》之

后又一部使用 3D 摄影机拍摄的

影片，“立体感”能更为真实地呈

现在视效上。

目前已在海外率先上映的动

画电影《驯龙高手 3》将于 3月 1日
登陆中国内地院线。目前，《驯龙

高手 3》已在海外新上映的 20个国

家和地区拿下首映冠军。有媒体

评价：“这一部是温情脉脉、生机

勃勃的成长电影，与前两部相比，

这部在情感和艺术上都表现得淋

漓尽致。”

在《驯龙高手 3》中，已经成为

首领的嗝嗝和他最亲密的伙伴没

牙仔即将开启新的征程，值得一

提的是，在中文配音版中，刘昊然

将为小嗝嗝配音。

作为梦工厂的经典动画，《驯

龙高手》系列在全球拥有不少“忠

粉”，《驯龙高手 3》是该动画系列

的终极篇章。2
（据《广州日报》）

“后春节档”
精彩不停歇

荧屏网站节后热闹气氛不减

多题材优秀电视剧任你选

电视剧去库存
目前，头部剧集的主要销售对象，除

了央视，就是北京、东方、湖南、浙江、江

苏等五大卫视。以这五大卫视来计算，

每年播出头部电视剧总量在 70部左右，

但是有约 100 部进入待播片单，也就是

说，其中有 30部剧目最后会被淘汰进入

库存。一般情况下，为了去库存，剧方会

选择网台联播，或者纯网播，也能保本。

但从去年年中开始，视频网站开始统一

调整购剧价格，“天价买剧”的现象难以

再现。

大部分剧方为了播出库存剧，已经不

求盈利。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在第二

届影视领袖峰会上曾表示：“影视行业已

经过了估值的高峰期，资本正在撤离，那

些影视公司的高管天天坐头等舱、开 party
的好日子快结束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去库存”将是今年影视圈的一个关键词。

网剧探索题材

以爱奇艺、优酷、腾讯为代表的视频

网站，则将剧集类型分得越来越细：古装

男频、古装女频、青春类、都市类、悬疑类、

奇幻类、翻拍武侠……其中，古装、玄幻等

大 IP将从电视台转向视频网站。据悉，

三大视频网站今年的待播古装剧加起来

约 40部，包括《大主宰》、《孤城闭》、《三生

三世枕上书》、《新白娘子传奇》、《紫川》、

《夜行歌》等重头剧，还有《将夜 2》、《双世

宠妃 3》等“剧N代”。

在题材探索方面，网剧会走在前

面。白宇主演的《绅探》将故事背景放在

民国，通过各种极致案件的推理，打造

“中国版神探”。任嘉伦、谭松韵主演的

《锦衣之下》则将目光投向明朝司法机

构。此外，继天下霸唱的《怒晴湘西》播

出后，南派三叔将启动《盗墓笔记重启之

极海听雷》和《藏海戏麟》两部网剧。白

鹿、许凯主演的《烈火军校》以及张艺兴

主演的《黄金瞳》，将由腾讯影业和爱奇

艺携手合作，这种“网网联动”的制播模

式值得关注。1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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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年到春节假期一路热度

不减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今晚将在湖南卫视播出

最后两集。赵丽颖在剧中的表演

愈发成熟，可圈可点。而由潘粤

明、马丽领衔主演的现代都市剧

《逆流而上的你》，将接档“知否”

在湖南卫视播出。这部剧将为观

众展现当下生活中最真实质朴的

喜怒哀乐，相信每个人都能从剧

中汲取“逆流而上”的勇气。

由经典刑侦剧《重案六组》原

本人马拍摄的电视剧《天下无

诈》，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该剧由

王茜、郭晓东、徐悦、付嘉、巴图等

主演，讲述为破获一起涉案金额

巨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原刑警队

副队长邝钟（郭晓东饰）临危受命

紧急成立反电诈支队，与猖獗的

电诈犯罪集团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部剧的一大看点就是剧中内容

全部取材于真实案例，解密了全

国公安机关全力打击的 48 大类

电诈骗局，如“冒充公检法”、“冒

充淘宝客服”、“假绑架”、“木马病

毒”等。在精彩刺激的较量中，不

仅逐渐揭开电诈面纱，敲响防范

警钟，同时还真实展现了战斗在

反电诈一线的公安刑警艰苦卓绝

的精神、睿智幽默的风采。

由刘烨、袁姗姗主演的《国

宝奇旅》正在江苏卫视热播。这

部根据长篇纪实文学《故宫三部

曲 》 改 编 的 电 视 剧 ， 讲 述

“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故

宫文物，国民党军官任弘毅与故

宫文物工作者周若思等人护送国

宝南迁，一路上充满变数的惊险

故事。以电视剧的方式呈现出这

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让人们更

加感怀那些为了保护国宝而牺牲

的无名英雄。

热播剧现实题材多

在网络平台独播的网剧中，

目前关注度最高的要数腾讯视频

独播的《怒晴湘西》。这部由管虎

监制，费振翔执导，潘粤明、高伟

光、辛芷蕾等人主演的悬疑系列

网剧，由天下霸唱作品改变，讲述

陈玉楼、鹧鸪哨等老一辈“卸岭力

士”与“搬山道人”携手探秘湘西

瓶山的传奇故事。该剧自开播以

来，可谓刷尽了口碑与热度。目

前，《怒晴湘西》的网络评分为

9.1，最新一集的网络点击量为

14.5亿次。

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刚

刚开播的古装剧《独孤皇后》，目

前网络关注度、点击率也呈现上

升趋势。由张孝正执导，陈乔恩、

陈晓等主演的古装剧《独孤皇

后》，讲述了在朝代更迭之下，独

孤伽罗（陈乔恩饰）与隋文帝杨坚

（陈晓饰）夫妻的传奇故事，该剧

是陈乔恩和陈晓第三次合作，却

是首度搭档演情侣。

乡土气息浓厚的乡村剧《乡

村爱情 11》，正在优酷视频播

出。第 11 季除了聚焦象牙山村

民们的家长里短外，还会讲述村

民们与新到任大学生村官杜小双

以及到象牙山投资的神秘富豪之

间发生的一系列搞笑故事。从

《乡村爱情》 系列首部作品开

始，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刘

能、赵四、谢广坤，在第 11 季

里继续开启互怼模式。值得一提

的是，香港知名男星狄龙此次饰

演“神秘富豪”一角，一向在香

港影片中出演老大哥或者武打戏

中强者形象的他，此次“下乡”

体验农村生活，香港普通话遇到

东北话产生的幽默效果，令人忍

俊不禁。1
（据《齐鲁晚报》）

网剧题材丰富任你选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但电视屏幕和视频网站上，

节日的热闹气氛依然不减。近期有《我的亲爹后爸》、

《天下无诈》、《国宝奇旅》、《天衣无缝》等多部电视剧

以及《怒晴湘西》、《乡村爱情 11》、《独孤皇后》、《八分

钟温暖》等网剧热播，陪伴人们延续新春佳节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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