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去年秋天开拍的
《碟中谍6》可以算得上是众望
所归的一部续集。自从影片开
机以来，备受关注。近日，该片
导演克里斯托弗·麦奎里在自
己的社交网站上公布了数张
影片的幕后照。超人扮演者亨
利·卡维尔等人悉数亮相此次
公布的新照之中。 此外，克里
斯托弗·麦奎里还公布了几张
风景照，用以展现影片的外景
地。 更重要的是，他还晒出了
一张全剧组在巴黎埃菲尔铁
塔之前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的配文中 ，
他说： “我们无可比拟的剧
组： 无论是巴黎还是这里的
工作人员， 都是如此， 我爱
你们。 拍摄结束了， 我们要
去新西兰了。” 该照片的公布
日期是半个月之前， 可见剧
组在巴黎的戏份已经在半个

月前杀青了。 至于人们所关
注的影片的动作场面的拍摄，
该系列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据了解 ， 汤姆为 《碟6》
进行了一年的身体训练， 从
《碟5》 上映之后就在着手准
备了， “动作场面绝对前所
未见。” 该片制片人大卫·埃
利森表示， 汤姆·克鲁斯知道
如何去取悦影迷， 更知道如
何去尊重观众———观众在观
看电影时很容易分辨什么是
真的， 什么是特效做的。

除了导演克里斯托夫·迈
考利、 西蒙·佩吉、 丽贝卡·
弗格森等主角回归外， “大
超 ” 亨利·卡维尔也宣布加
盟。 据透露， 《碟中谍6》 将
会 在 三 个 不 同 国 家 取 景 ，
拍 摄周期在90-100天左右 ，
已定档2018年7月27日在美国
上映。 （艾文）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日前，
由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发起的 “全
国公益光影助学工程” 第十二校
区成立及开学典礼仪式， 在丹东
市第二中学隆重举行。 来自公益
摄影协会的会员们为光影助学班
学生捐助了20台照相机。

为了让摄影艺术更好地走进校

园， 融入同学们的生活， 面向社
会群众， 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发起了
“全国公益光影助学工程”。 该工
程计划未来十年时间走进百所少
数民族学校， 培养数千名少数民
族青少年摄影师， 让孩子们拿起
相机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去发现、
记录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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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 整理

导演： 魏德圣
6月16日

《52赫兹，我爱你》

■银幕掠影

导演： 雷德利·斯科特
6月16日

《异形：契约》

■文娱资讯

不能只关注流量 要抓住内容

作为魏德圣导演的首部剧情
片， 《海角七号》 不仅打破了台
湾当地的票房纪录， 也给魏德圣
带来了很多荣誉 。 魏德圣新作
《52赫兹， 我爱你》 同样讲述一
群小人物的故事， 片名的52赫兹
就是一种孤单落寞的符号， 因为
当一条鲸鱼发出52赫兹的频率，
根本没有同类能接收得到， 世界
上最孤单的声音莫过于此。

《52赫兹， 我爱你》 聚焦拥
挤都市中孤单的人群， 他们可能
是没有勇气尝试爱情滋味的年轻
男女、 为经济压力所苦的爱情长
跑恋人、 受世俗羁绊的中年单身
人士、 相爱却不被认同的同性情
侣……归根结底， 魏德圣是以他
的草根身份去写平凡中的不平凡
的故事。

雷德利·斯科特1979年推出
的科幻怪兽片 《异形》， 是影史
上最经典的科幻佳作。 2012年他
推出 “异形前传 ” 《普罗米修
斯》， 即将上演的 《异形： 契约》
故事承接 《普罗米修斯》。 据悉，
曾经困扰影迷多年的 “谁创造了
异形”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这
些问题， 将在片中得到答案。

《异形： 契约》 的时间线设
定在 《普罗米修斯》 故事结束的
10年之后。 载有移民的飞船 “契
约号” 深空航行时遭遇变故， 偶
然降落到了工程师的星球上， 并
找到了 “普罗米修斯” 号的幸存
者生化人大卫， 同时等待他们的
还有可怕的异形怪物。 这个看似
天堂的星球实际上是一个万劫不
复的地狱。

韩三平、 冯小刚等顶级电影
人纷纷加入网剧大潮？ 没错， 一
起进军网剧界的还有周星驰。 近
日， “剧浪时代—2017中国网络
剧发展高峰论坛 ” 在京举办 ，
著名制片人、 导演韩三平， 著名
导演冯小刚，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 知名导
演郭靖宇 ， 编剧 、 制片人白一
骢， 知名导演滕华涛， 著名制片
人 陶 昆 等 业 内 代 表 出 席 了 高
峰论坛。

爱奇艺现场签约了包括 《余
罪3&4》 《河神2》 《战争传说》
《剑王朝》 《西游降魔篇》 《亚
洲教父》 《大唐狄公案》 《谁的
青春不迷茫》 《夜旅人》 等在内
的15部网剧项目， 并公布了爱奇
艺超级网剧———“海豚计划”， 以
及针对制片人和演员的 “幼虎计
划” “天鹅计划”。

金牌制片人侯鸿亮新作 《琅
琊榜之风起长林》 是爱奇艺年度
重磅自制剧。 侯鸿亮坦言 “内容
是王道”， 他指出， 《权力的游
戏》 到第六季时， 单集制作成本
已经达到2000万美元。 “目前我

们行业最需要的是尊重专业， 只
有在尊重创作的同时尊重了专
业， 我们整体的工业水准或者创
作水准才可以提升”。

曾监制过 《灵魂摆渡》 系列
的郭靖宇对于近几年网剧的快速
变化深有体会： “我是最早接触
网剧创作的一批人， 但今天我再
看网剧， 和当初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 内容为王就是不管在剧
本协作的内容上和成片的内容
中， 都得有一定的水准。”

曾操盘 《盗墓笔记》 《老九
门》 等多部网剧的白一骢发言更
是一针见血： “我们这个行业不
缺少好的剧本， 重要的是如何把
这些好的内容制作出来， 把它呈
现好。”

作为华语电影的超级偶像 ，
周星驰携 《西游降魔篇》 网剧项
目与爱奇艺签约， 星爷特地发来
VCR表示对合作的期待。

签约仪式上， 最受瞩目的环
节是韩三平和冯小刚同台宣布网
剧计划。 《剑王朝》 将由冯小刚
担任监制， 李慧珠担任总导演。
冯小刚表示： “我觉得 （网剧）

是一个趋势， 发展也特别迅速。
我这次做了网剧的监制， 但还是
立足于电影。” 他也表明了自己
对于网剧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
受惠于网剧这个新的事物； 同时
也不能只关注流量， 还是要抓住
内容和表演。”

而有电影教父之称的韩三平
则将监制网剧 《战争传说》， 该

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
新同名小说， 韩三平提到， 现在
很多年轻的导演和编剧想从事电
影， 自己都会劝他们多拍网剧，
“那才是更适合年轻人的创作 。
网剧是符合现代文化娱乐消费观
念的产物， 同时也为创作者提供
了巨大空间”。

（中 新）

冯小刚加入网剧行业：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6月
22日至29日， 享誉世界剧坛的戏
剧大师铃木忠志将携两部代表作
《特洛伊女人》 和 《酒神狄俄尼
索斯》 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

在剑桥大学的 “二十世纪重
要导演/戏剧家” 丛书中 ， 铃木
忠志是唯一一位与梅耶荷德、 布
莱希特、 彼得·布鲁克和努姆什
金等西方名家比肩的亚洲导演。

6月22日至24日， 铃木忠志
导 演 创 排 于 上 世 纪 70年 代 的
作品 《特洛伊女人》 将率先与观
众见面； 6月27日至29日， 曾来
华演出并引起热烈反响的 《酒神
狄俄尼索斯 》 将亮相大剧院舞
台。

作为2017国家大剧院国际戏
剧季 “东方魅力” 板块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两部极具东方美学意趣
的古典悲剧名作， 将通过日本传
统艺能的表演方式和古希腊经典
戏剧 “碰撞” 融合， 呈现故事背
后跨越不同文化、 不同时空的多
重思考。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白家
庄小学 “鹤之韵 ” 金帆合唱团
音 乐 会 日 前 在 北 京 音 乐 厅 举
行 。 与一般学生专场演出不同
的是， 该校邀请了部分家长与孩
子一起登台， 共同用歌声传递自
信与梦想。

白家庄小学云鹤合唱团于
2015年被市教委授予 “金帆合唱
团” 称号。 目前， 白家庄小学五

个校区共有7个合唱团， 本部3个
分团近300人。

当天的音乐会共演出20首风
格多样的歌曲， 团员们用四种语
言演唱了11个国家的歌曲。 团员
的部分家长也应邀登台， 演唱了
《天之大 》 《山楂树 》 《父子 》
等歌曲， 母女、 父子同台表演，
表现出相当的实力， 为观众带来
美的享受。

铃木忠志将登台国家大剧院

北京公益摄影协会捐助相机

小学音乐会请来家长齐登台

““超超人人””
加加入入

《《碟碟中中谍谍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