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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带热军事题材，《空天猎》《红海行动》“排队”中

“燃”风刮起，影片质量是硬道理
今年是建军 90周年，朱日和沙场阅兵的蓬勃气势犹

在眼前。而在大银幕之上，今年也是英雄主义高涨、“燃”
风刮起的一年，吴京的《战狼2》让军人冷锋成为举国瞩目
的形象，下半年的《空天猎》与《红海行动》同样备受业内和
观众期待。从并不受市场青睐的类型到如今的票房引擎，
军事题材电影也克服了自身的许多瓶颈和问题。

“《战狼2》的热映肯定会
带热军事题材的电影。”影视
投资人谭飞表示，《战狼2》的
热映使这一类型的电影有了
较坚实的群众基础，但也必
定会引来跟风作品的涌现。
对于这种现象，他表示：“电
影不是拍出来了就能火，最
终还是要看它的质量。任何
影片都不要去跟风，要有自

己的前瞻性。”
不过，即将上映的《空天

猎》和《红海行动》都是在《战
狼 2》走红之前便已有策划，
在谭飞看来也都是不错的影
片，但相比较而言，李晨执导
的《空天猎》将在今年国庆档
上映，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
争。

《战狼 2》发行负责人讲

武生也认为，军事题材电影
将会迎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期。除了《战狼2》的带动，国
防的强大、军队的强大也都
需要通过文化载体来体现，
让观众高涨的爱国主义和英
雄主义情结得以释放。但
是，作为一个发行人，他也提
醒，“如果质量跟不上，观众
也不会买账。”⑥2（北 娱）

同类题材扎堆，跟风不如前瞻

李晨、范冰冰在媒体见面会上

前天，中国首部现代空
军空战电影《空天猎》在中国
航天博物馆举办媒体见面
会。首次担任导演的李晨
说，自己从小就有军事梦，一
直期望能拍一部展现军人风
采和军人精神的电影，“也希
望通过这部展示祖国实力和
大国风范的电影，唤醒大众
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和血性豪
情。全世界的现代空战类型
片都很少，难度不言而喻，我
们克服了飞机实拍过程中的
很多困难。”

《空天猎》投资达两亿
元，演员片酬却不到10%，可
以说是把钱全部用在了装备

和技术上，为拍几个导弹镜
头，剧组甚至跑遍了大半个
中国。除了李晨，他的女友
范冰冰这次也是“零片酬”出
演。

“《空天猎》的故事是从
空军部队的实战训练中长出
来的。”电影总策划、空军大
校陈浩说。该片讲述的是境
外恐怖分子将目标瞄准亚洲
全境，我国“霸天狼”精英部
队临危受命，上演导弹危机
与人质危机的惊险故事。光
是从故事雏形到开始剧本创
作就用了一年多时间，剧本
改了 20多稿，成片以后又多
次征求意见，逐帧画面、逐句

台词修改。
除了《空天猎》，海军题

材电影《红海行动》也一直备
受关注，去年一部《湄公河行
动》让香港导演林超贤名声
大噪，今年在《红海行动》中，
他仍将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
表现主旋律题材。这部新片
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
编，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
队奉命执行撤侨任务，兵分两
路进行救援；同时，恐怖分子
首领正在密谋不法行动，突击
队必须阻止拦截的故事。影
片的总拍摄期达5个月，总投
资超过了 5亿元，目前已杀
青，今年内就将上映。

《空天猎》剧本修改20多稿

在《空天猎》中，歼 11B、
歼10C、空警500、无人机、歼
20、运 20这些最新的装备悉
数登场，大量采用航拍、实
拍，各类弹药也都是真品。
在陈浩看来，特效和音乐对
军事动作电影的质量影响巨
大，以往观众对此类题材诟
病比较多的就是“5毛钱特
效”问题，所以这部电影的投
资主要花在了这些方面。

陈浩坦言，军事题材电
影不能拍成军事纪录片，不

能光拍给军迷看，“要老百
姓都能够接受、看懂、看得
热血沸腾，不能看一部电影
第一幕，就知道后面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但讲故事也
不能不着边际，不能到处是
巧合，这样会“侮辱观众的
智商，拉低观众的品位，诈
骗观众的钱财”。《空天猎》
请了空军的各类专家全程参
与电影创作，好让每个行动
的军事逻辑和外交逻辑都经
得起推敲。

作为中国首部表现现代
化海军的电影，《红海行动》的
国内拍摄也得到了中国海军
的大力支持，得以登上中国军
舰实景拍摄，这也是林超贤所
坚持的，“实景拍摄，拒绝棚
拍”。为此他还率百人剧组赴
北非摩洛哥取景，剧组常需驱
车几个小时深入荒无人烟的
高山和沙漠，以张译为队长的

“蛟龙突击队”在铺天盖地的
沙尘和众多蚊虫的围攻中艰
苦开工，吃尽苦头。

军事题材电影不是军事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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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滨河路农委家属院

五楼三房两厅南北通
透，带家电，拎包入住。

电话：13603777898
△首付 30万，大市

证，167平方米，4室 2
厅2卫，一梯两户，有车
位，独山大道玉龙苑。

电话：15538437373
△首付 20万，市证，

五室两厅，180平方米，
出门即是白河，仲景桥
南万正广场。

电话：15538437878

售 房
△南航盛德美 9小 3

中附近，3室 1厅 75平
方米，4楼，首付 10万
即可。

电话：17638965977
△张衡路天泰小区 1

楼 2室 1厅 ，首 付 15
万，大市证。

电话：15037775604
△新华东路有住房

出 售 ，125平 方 米 ，6
楼，澜湾盛景 170平方
米住房转让。

电话：13723002888

售 房
△两相路工商局家

属院，4室2厅2卫，168
平方米4楼，大市证，直
接 过 户 ，送 地 上 储 藏
室，首付25万。

电话：18625658998
△桑园路2室2厅97

平方米，3楼，大市证，
44万。

电话：15518960811
△南阳市八中附近罗

湾村有单元房一套，二
楼116平方米，23万。

电话：18537767000

售 房
△防爆口附近精装

三室，大市证，三中七
小附近，首付12万拎包
入住。

电话：15565680379
△武侯路烟草局家

属 院 ，二 楼 104平 方
米，三室，大市证首付
13万总价49万。

电话：18317226230
△独山大道永泰大

社区，四楼大三室送储
藏室，大市证可按揭。

电话：13333617065

售 房
△范蠡路电业局家

属院，106平方米，3室
2厅，能停车，免物业。
可公积金可商贷，首付
13万。

电话：15237720379
△现出售电力花园

17号楼2单元3楼东户
房产 1套，面积 167平
方米，三室两厅双卫，
外加储藏室，简装修，
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联 系 电 话 ：
13663770869

△首付15万大市证，
90平方米，22中4小附
近！红庙路与车站路
口小区。

联 系 电 话 ：
15538437979

售 房
△白菜价,东盛花园

有证电梯现房，首付18
万三室 140平方米好
楼层。

电话：15236062672
△有证电梯现房，三

室 107平方米中间楼
层，大市证可按揭，张
衡路明山路口。

电话：15936135153
△范蠡路明山路口，

大三室 143平方米，每
平仅售 3800元，电梯
现房高端小区。

电话：15670282858
△独山大道玉龙苑，

四室两厅，南北通透，
大市证，首付 30万，市
政供暖。

电话：15137775009

门面出售
中州路黄金商铺

高层 1楼 2楼，低价分
块出售。

联 系 电 话 ：
15139039930

市中心地段门面房
市中心地段面房，

位置优越，价格实惠，
停车位充足，宜实用，
宜 投 资 ，付 款 方 式 面
谈。另有小公寓一套。

电 话 ：60999997
15938800866

门面房出租
1300平方米、一楼

门面房出租、装修豪华、
水电空调齐全、张衡路与
孔明路交会处西北角。

电话：15537788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