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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冒险动作电影

《流浪地球》 一支 15 秒的贴片预告在影院上

线。以霍金的“深空探索计划”为源头，迎来电

影画面的首次曝光。据了解，《流浪地球》导演

郭帆目前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

预计将在今年上映。

《流浪地球》小说曾获得 2000 年银河奖的

特等奖，被誉为“最有想象力、最具人文内涵

的本土科幻” 。 为展现《流浪地球》中的宏大

世界， 三百多人的概设团队和美术团队用 15

个月的设计、绘制、规划，呈现出 2000 张概念

图和 5000多张分镜。

在本次曝光的预告片开头，由霍金提出的

“深空探索计划” 被纳入“流浪地球” 法案扩

充编案。 鉴于《流浪地球》描述的是太阳即将

毁灭，太阳系不再适合生存，人类倾尽资源在

地球表面建造无数的行星发动机以推动地球。

由此可见，人类这是要带着地球去冒险，争取

找寻新的星系家园。

虽然首次曝光的电影画面只有短短几秒

钟，身穿厚重“外骨骼” 及地表防护服的地球

人在风雪中集合，质感十足的独特服装造型足

以引起科幻迷们的疯狂安利。 聂青

《红海行动》之后

他不再走流量

不得不说这些演员太拼了。

放眼望去，《红海行动》 演员表中大多都是观众心目中的实

力派，唯一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流量” 的就是黄景瑜了。 这次黄景瑜

扮演狙击手顾顺，长得硬朗，有能力又拽的人设很讨喜了，黄景瑜很

贴合角色，成了不少观众的“新老公” 。

不走流量路线，踏实演戏攒作品，光看这一点黄景瑜就赢

得了不少观众的好感。 说起黄景瑜，熟悉的观众对他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同志题材网剧《上瘾》，和很多新晋流量小生

一样，《上瘾》 这种合口味的青春题材网剧让他一炮而红。

但是之后好像就没什么大动静了。 直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红海行动》

本来热爱健身，还会柔术，黄景瑜的身材、体能都算

是同龄演员里面好的了，但是这次参加《红海行动》他

依然进行了不少体能训练。去了非洲几个月，每天都在

训练，体能、包括枪的用法，拍摄条件很艰苦，剧组深入

沙漠腹地进行拍摄，40多度的高温， 黄景瑜背着设备往山

上跑，等着导演的指挥，暴晒是日常。

条件十分艰苦，黄景瑜表现可圈可点，真的太拉路

人好感了， 希望以后这样能认真投入演戏的小生更多一

点。

当然剧组中的每个人都很拼， 再说一下我们

的嗯哼爸爸杜江。 杜江这次也靠着角色狂拉一波

观众缘，他也很拼，为了能够更好地诠释角色，

开拍前疯狂健身。 健身后期每天晚上只吃

盐，真的太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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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下午，上映 23天的《红海行

动》票房突破 32.59亿，超过《唐人街探案

2》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位列中国影史第

三（《美人鱼》第二，《战狼 2》第一）；同

时“红海” 还宣布上映时间已延长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这票房冲劲像是要与《战狼

2》一决高下。 明明是双喜临门，“红海” 影

迷却愁云惨淡，这是为啥？

还不是怪知道的太多。 由于画面过于

血腥和春节气氛等的原因，《红海行动》进

行了部分删减。此后，红海官博时不时就公

开一些“未公映”的删减片段，最近的两支

片段向不明真相的观众揭示了蛟龙小分队

真正的结局，残酷悲壮，虐穿心肺。

夏楠：我最难过的是你的身体，我真的

没有想到……

杨锐：医生说，我身体里的辐射，应该

暂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杨队后面说了什么， 影迷已经听不进

去了，满脑子都是“辐射” 。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 蛟龙小分队

因为任务两位牺牲，两位残废，这四位英雄

提前结束了他们的战场， 而剩下的四位队

员参与了最后一场抢黄饼的战役。 从上面

这段对话， 我们又不得不被动地知道了另

外一个结局：在最后一次作战中，队长遭遇

了严重的核辐射。

3 月 10 日，红海官博再次放送未播片

段，解释来龙去脉。 原来在“蛟龙” 们撤离

时关上机舱的最后时刻， 恐怖分子的流弹

击中了一只装“黄饼” 的罐子，粉末漏出来

洒在了杨锐头上。 吸入了大量黄饼粉末的

杨锐立马把门关上， 避免其他队员再被辐

射。队友在门的另外一侧着急地问：队长怎

么了？ 他赶紧镇定地喊：没事没事，不要出

来！ 尽管后来杨锐快速用胶带把破损的地

方封住， 但此时自己已经吸入了大量的

“黄饼”粉尘。 这意味着什么呢？

演员张译在评论里是这么解释的：一

时间，全网都是“谢谢导演没有把这段剪

进正片。 ” 此前嚷嚷着要 4 小时未删减版

本的影迷也宁可自己打脸， 也死不相信这

才是结局。

“明明想吃口糖而已，却吃了满口的

玻璃渣” ，“战士不能战死沙场， 却要在病

房里被癌症折磨死，这都是什么结局啊！ ”

“我不管我不管，删了我就当不存在了！ ”

虐心和感动之余，我们应该更加珍

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看来是

有必要再去刷一遍《红

海行动》了。

《红海行动》

票房夺冠春节档

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姜妍、岳以

恩、程煜及陈美琪联合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目前正在

东方卫视热播，自《恋爱先生》后再次饰演医生角色的李乃文，因

其诙谐幽默的台词和乐观的性格，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 近日

李乃文接受采访，大谈角色背后的故事。

“正因为他如此生动,才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喜爱”

作为剧中的“开心果” ,黄浩达的存在感多源自于他那与生

俱来的幽默感, 这也是李乃文在选择角色时非常看重的一点，

“我本人非常喜欢诙谐幽默的叙事风格，而剧中黄浩达的角色恰

好如此，他生动，性格多样化，人设十分立体。 正因为他是如此生

动，才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喜爱。 ”

“贱萌” 可以称得上是黄浩达区别于他人的标签， 而这股

“贱萌”劲儿，也正是李乃文在塑造角色时比较看重的一点，他为

这个角色注入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使之变得更立体，容易打动观

众，“在角色本身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态度， 尤其在人物

关系的把握上。 但其实黄浩达这个角色本身就讨喜，所以不管谁

演，都能受到大家的喜欢” 。

“只要你的心是美好的,过何种生活都美好”

在《美好生活》的前几集里有一个这样的片段，黄浩达在经

历了被追尾之后,反而差点被讹钱，这个情节展现了他性格里软

弱的一面， 李乃文对此表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点就是 ‘墨

迹’ ，尤其是碰到五大三粗的人，更是怂。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人

家，于是就采用了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

量不惹争端。 ”

李乃文认为，其实黄浩达的“懦弱”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别

样的生活态度。这世界上刚好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比较从心(怂)，

选择了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 对此李乃文解释，“美好生活始

于心，只要你的心是美好的，那么你做任何事，过何种生活，都是

美好的。 ”

“要快乐地活着,才能将快乐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

李乃文本身的性格， 与所饰演的角色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私

下的他乐观、开朗、不拘小节，他认为人要快乐地活着，这样才能

将这股快乐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 在采访中，李乃文也表示了对

张嘉译的佩服，“张嘉译具备很强的亲和力，他非常聪明，尤其在

对角色和剧本的掌握上，非常游刃有余。 ”

在《美好生活》里，宋丹丹饰演被李乃文疯狂追求的女神姜

妍的妈妈，这位妈妈人如其名(刀美岚)，嘴上功夫甚至连黄浩达

都甘拜下风。 李乃文在采访中表示，宋丹丹是片场的活宝，有她

在，片场少不了欢声笑语，“她一会儿给我们讲个段子，一会儿又

来个笑话，然后还模仿张嘉译走路，最后整个片场都被笑声包围，

有时候甚至连戏都拍不下去了” 。 曾乐

出演《美好生活》演技被赞

李乃文：“这个角色

不管谁演都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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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红海行动》发布了“营救

侨民”删减片段。 这段删减片段全景介

绍了撤侨港口———奥哈法港口的紧张

局势： 当时奥哈法港口已经滞留超过

1200 名世界各国侨民， 但因为港口处

于危险状态，所有国家来撤侨的船只都

无法进入港口。 由于当地政府缺乏管

理，侨民区不仅环境卫生恶劣，还引发

了缺粮缺水的问题。在如此复杂的环境

中，中国海军排除万难，派出的军舰成

为第一艘进入港口的军舰，并顺利将我

国侨民撤离， 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强大，

也彰显出我国的大国风采。军事评论员

杜文龙对《红海行动》解读道：“无论

在国外任何一个角落， 一旦有问题，解

放军子弟兵都会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给你安全。 ”

在也门撤侨真实事件中，蛟龙突击

队并没有深入亚丁湾去解救人质，针对

这个问题林超贤导演回应：“《红海行

动》 的整个拍摄过程一直秉承着以真

实故事为依托，电影正式开拍前我们接

触了参与也门撤侨的临沂舰舰长、蛟龙

突击队的队员们，他们告诉我们撤侨时

是有一些预案的。影片中剧情的设置实

际上是把没有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

情展现出来，相当于在银幕上模拟了蛟

龙突击队针对真实情况的预案。 ”

临沂舰政委高景新作为也门撤侨

事件的亲历者， 对影片盖章认可：“在

影片中军舰、坦克、飞机、战车轮番登

场，海战、巷战、沙漠战接连不断，立体

化呈现了联合作战指挥的现代化战争

形态，场面宏大逼真，让人热血沸腾。 ”

导演林超贤：秉承真实拍摄影片

放映期延长，曝被删结局

综合

“黄饼”罐子里的粉末漏出来洒在了杨锐头上

黄景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