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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消息 有评

论说:《拆弹专家2》可能是

近十年最好看的港片。

由邱礼涛和刘德华再

次合作拍摄的《拆弹专家

2》12月21日在广州举行了

看片会。作为《拆弹专家》系

列的第二部,讲述了全新的

故事,邱礼涛和刘德华曾放

狠话“如果第二部不够新就

不会拍”,此次不仅有全面

升级的核弹危机,还有刘德

华饰演的主角潘乘风塑造

得非常丰满,前后的性格反

转令人惊喜而又意外。点映

结束,影片获得了观众赞誉,

甚至有人评论是“近十年最

好看的港片”“继《无间道》

之后的最佳港片”。

刘德华和邱礼涛合作

的电影《拆弹专家》,3年前

不仅拿下五一档国产电影

的票房冠军,还获得金像奖

7项提名。之后再度合作的

电影《扫毒2》,更是凭借13

亿元的成绩刷新了港片在

内地的票房纪录。

在电影中,刘德华将演

技发挥得游刃有余,潘乘风

因为拆弹任务,被炸断了一

条腿,还被怀疑与爆炸案有

关,这让他的身心受到巨大

打击,性格心态也发生转

变。在断腿前,他是具有正

义感的警察,以守护群众生

命为己任;断腿之后,由于

是“残障人士”,被调离岗

位,性格上逐渐变得偏执而

扭曲。与刘青云饰演的好

兄弟董卓文“反目”,还与倪

妮饰演的女友情感破裂。

由于形象上已是一位十分

逼真的“残障拆弹专家”,角

色的性格塑造也更为丰满

立体,不少观众大为惊喜,

“在一部电影里,感觉看到

了两个刘德华”。

除了刘德华,倪妮同样

令人眼前一亮。倪妮饰演

的庞玲是潘乘风的前女友,

也是一名警官,观众用“飒

帅美”来力赞这一角色。

“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

警察,这部电影帮我圆了

梦”,采访时的倪妮曾表达

过这样的感受,这是倪妮首

次出演警察角色，此次她

饰演的女督查庞玲,为了最

大限度贴近角色,除了通过

健身增强体态,倪妮也调暗

了粉底液颜色,动作戏真摔

真打,十分认真。此外,剧组

将现实中的反恐装备高度

还原,倪妮不仅穿着重达

10 斤的装备,还要单手举

起8斤的枪。

剧中的 6 场重点爆炸

戏,从头炸到尾。开场 1 分

钟就开始炸机场,“太炸

了”,这是观众们看完电影

后的另一感受。其中,“中心

广场爆炸案”看得泪目,“情

侣绑架爆炸案”令人悲愤,

结尾的青马大桥拦腰炸断,

更让影厅内的紧张气氛到

达最高。不仅如此,此次在

电影《拆弹专家2》中,还出

现了前所未见的“核弹元

素”,杀伤力与毁灭性更强

悍,也让拆弹专家陷入了更

危险的境地。

为了让电影中的爆炸

场面更具冲击力,导演邱礼

涛和剧组收集了大量资料,

制作与电影场景“同款”的

实景微缩模型,用来模拟爆

炸效果。

另外,不同于第一部搭

建的红磡隧道,《拆弹专家

2》中有着大量的实景拍摄,

取景地更囊括了中环、旺

角、机场地铁站、庙街等人

流量巨大的地点,光是车辆

就有警车、拆弹车、消防

车、救护车、CID的车等等,

调度难度相当大。邱礼涛

也坦言,“第二部想带给大

家更真实、更震撼的观影

体验,不能仅仅只有特效,

所以加入了大量实景的拍

摄。”不仅场景真实,电影中

拆弹专家穿的拆弹服、反

恐警察穿的制服,也都与真

实服装十分接近。

第一部中,“用生命守

护生命”的经典台词就让

观众念念不忘,在第二部

里,这种拆弹精神依然贯穿

始终,也戳中了观众的泪

点。有观众表示,“没想到看

一部这么炸的电影,竟然看

哭了。”“舍己为人,在今年

感受更深。其实拆弹专家就

在我们身边,医生、护士、警

察,他们就是用自己来保护

着我们。”《拆弹专家 2》于

12月24日上映。（聂 青）

近日，奇幻片《晴雅

集》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

导演郭敬明携主演赵又

廷、邓伦、王子文、春夏等

亮相现场。

《晴雅集》改编自梦枕貘

的小说《阴阳师》，片中浓郁

的东方韵味令人惊艳。由《妖

猫传》美术屠楠打造的美术

视觉，既有中国古代的建筑

服装风格，又跳出具体时代

的束缚；服装设计指导黄薇，

通过纹饰和设计，呈现了“发

妖”“百目妖”“琵琶妖”等阴

阳师独有的妖怪形象，符合

亚洲文化的想象。精致的东

方元素，也获得了梦枕貘的

首肯，郭敬明透露，最初剧本

只修改了一个细节，其他都

获得了梦枕貘的认可。

赵又廷和邓伦分别饰

演两位男主角，灵动俏皮的

“晴明”与憨直忠实的“博

雅”。郭敬明透露，赵又廷是

电影里最先确定的演员，是

自己心目中“很清秀、很温

柔的晴明”。虽然表演经验

丰富，赵又廷在拍摄中依然

十分用心，面对复杂的动作

设计，不光亲自上阵，还能

用自己的经验提出优化。剧

组里的年轻演员，更是把他

当做定海神针：“看到又廷

的表演，自己立刻就知道状

态该是什么，台词该怎么

说。”作为大银幕首秀，邓伦

饰演的“博雅”备受期待，也

受到了争议。在片中，他奉

献了不少高燃打斗动作，背

后则承受了被钢绳吊着做

高难动作的疼痛。邓伦感

慨：“在桥上打斗的那场戏，

拍了七个大夜。在最艰苦的

拍摄期，是依靠和廷哥彼此

的鼓励才挺了下来。”

除了兄弟情，《晴雅集》

公主（王子文饰）与鹤守月

（汪铎饰）的情感线也令人

十分惊艳。谈及这段导演口

中的“60 年异地恋”，王子

文觉得：“公主是一个悲剧

人物，隐藏了很多秘密，情

感很丰满。表演时我既要保

持内敛克制，还得传达出强

烈情绪。”她直言这是很大

挑战，四十几场的哭戏下

来，整个人都虚脱了，“感觉

是被拍扁了重来”。

饰演异族法师泷夜的

春夏，是第一次拍古装电

影，在谈到角色命运时，作

为电影“神秘担当”的春

夏，则巧妙地抛出悬念“请

大家走进影院寻找答案”。

（据《信息时报》）

真人秀《我就是演员》

第三季目前正在浙江卫视

热播,近日播出的节目中,伊

能静、陈德容、刘端端、马嘉

祺、盛一伦、谢可寅、张檬和

张楠8位演员出场,他们两

两搭档,带来4个作品。

盛一伦曾因出演火爆

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中

的太子齐晟而走红,被评为

“神还原小说人物”。这次

在《我就是演员》中,盛一伦

和年轻演员张楠将合作古

装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片

段,两人还将首次尝试绿幕

表演。一向点评犀利的李

诚儒,直接把盛一伦“评哭”

了。 （据《新快报》）

这么炸的电影,
竟然看哭了“ ”

“2020搜狐时尚盛典”

近日在北京举行,姚晨、秦

昊、刘晓庆、蔡康永、黄圣依、

刘雨昕、王子异以及孟佳、郁

可唯等明星出席亮相。

此次盛典中,姚晨荣获

“年度风尚人物”,刘雨昕获

得了“年度人气明星”,李雪

琴获“年度热度人物”。对

此,姚晨表示,疯狂一点才

能天天向上,“过去的一年

太魔幻了,希望 2021 年真

实一点。”从铁岭来的脱口

秀演员李雪琴,获奖之后幽

默地说:“小时候有热度,我

妈就送我上医院,长大了有

热度,能拿奖。”

“年度国剧男明星”和

“年度国剧女明星”由秦昊

和刘敏涛摘得。秦昊凭借

对《隐秘的角落》里张东升

一角的塑造,内敛而富有层

次的表演,将人物的复杂多

面表现得入木三分。

刘敏涛则在《白色月

光》中,将每段情感过渡处

理得恰到好处。另外,最近

杜淳在《追光吧哥哥》中表

演的《情人》,带有口音的英

文发音和舞蹈动作,让他迅

速火出圈。他也因此获得

了“年度综艺明星”。

（据《新快报》）

《我就是演员》李诚儒“评哭”盛一伦

秦昊获封年度国剧男明星

王子文拍了四十几场哭戏：感觉是被拍扁了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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