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晚，《新

舞林大会》在东

方卫视盛大开

播。 节目首播即

斩获周日全天全

国卫视综艺节目

收视冠军。 董力

更是引起热议，

舞龄仅仅只有一

天的他在舞台上

只会勉强和着音

乐变换动作，被

一些网友调侃为

“广播体操” 。

对于董力的表现， 有网友为他辛苦又呆萌

的样子让不少人大呼可爱， 也让很多观众十分

心疼：“真是为难董力了，好不容易硬着头皮完

成舞蹈，还要想办法和专业舞者搭档，真让人心

疼。 ” 也有人也产生了质疑：“既然完全不会跳

舞， 为何要参加 《新舞林大会》 这档舞蹈节

目？ ” 其实，这样的质疑，董力早在参赛之前就

有预料，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勇闯舞林：“不管别

人笑我骂我， 我觉得还是努力做到自己内心的

最棒吧。 ”

谈及和其他明星选手的差距， 董力坦言不

可否认， 甚至当其他明星都在考虑自己的舞风

定位时，他却表示“只想跳一支完整的舞蹈” ：

“刘维、任嘉伦，还有杨丞琳，毛晓彤，从我眼里

看，我觉得他们都是专业的。其实看了他们的表

演之后，我已经知道我跟别的艺人的差距了。 ”

而他只希望自己勤能补拙，花最多的心思，做到

问心无愧：“我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我能看到

差距，我觉得我要努力。 ”

胡亚妮

超级英雄

《海王》

上映日期：12月 21日

《海王》是今年 DC 推出的

唯一超级英雄电影，主角是由杰

森·莫玛扮演的能向所有海中生

物发号施令的七海之王，他拥有

半人类、 半亚特兰蒂斯人的血

统，从小就展现出远超常人的体

格和能力。 早在去年 《正义联

盟》登场时曾让影迷们一睹海王

真容， 电影将从海王的父母讲

起，一点点阐述海王拥有的超能

力。 导演则是曾拍过《速度与激

情 7》的恐怖大师温子仁，他向

来都有“变废为宝” 的能力，不

知这次的发挥能否帮 DC 一振

雄风，据说在《海王》中也有不

少他擅长的恐怖元素。 但以目前

《海王》的档期来看，同步引进

的机会并不大，可能要等到明年

才能和这位超级英雄大银幕接

触。

《蜘蛛侠：新纪元》

上映日期：12月 14日

这是一部关于蜘蛛侠的动

画电影，描画了在一个充满无限

可能性的新纪元世界里，不止一

个人可以戴上蜘蛛侠的面具，高

中生迈尔斯·莫拉莱斯也是其中

一位， 他也曾被变异蜘蛛侠咬

过，并被“一代蜘蛛侠” 彼得·帕

克发现， 通过帕克的教导和训

练，他变身成为“小黑蜘蛛” ，也

成为蜘蛛侠的继任者。 另外，预

告片中还有身穿白色战服的女

版蜘蛛侠格温·斯黛茜的亮相，

索尼强调，这部动画电影与《蜘

蛛侠：英雄归来》并不处于一个

共享的电影宇宙中，而男演员沙

美克·摩尔也将为主角莫拉莱斯

配音。

动画大片

《无敌破坏王 2》

上映日期：11月 21日

时隔六年，迪士尼的《无敌

破坏王 2》又将给影迷带来一个

反派游戏角色的大冒险。 该片又

名“破坏王大脑互联网” 。 在片

中这个充满了颠覆和恶搞的世

界里，众多迪士尼公主们也将表

现出她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另

外，最令人关心的，还是任天堂

的经典角色超级马里奥能否登

场，导演里奇·摩尔曾表示，他依

然希望能让这个经典角色登场。

《雪怪大冒险》

上映日期：9月 28日

《雪怪大冒险》构建了一个

全新的动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面，人类才是怪物，大脚怪们一

谈到人类就惊恐万分，其中一只

大脚怪开始寻找人类的踪迹，踏

上了惊险的冒险之路。 由凯利·

柯克帕特里克执导， 查宁·塔图

姆、勒布朗·詹姆斯等配音，希望

创造出惊喜。

IP 续集

《神奇动物在哪里 2》

上映日期：11月 16 日

早在 2016年 《神奇动物在

哪里》登陆银幕时，华纳就信心

满满地宣布这个系列日后将做

成五部电影构成的魔法宇宙，这

一举动也把让影迷们心心相念

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在大

银幕得以延续。 有哈利·波特这

一知名系列的光环加持，第一部

《神奇动物》 就在内地收割近 6

亿票房。 这次，前作中出现不到

三分钟、 由约翰尼·德普饰演的

黑魔王格林德沃又要兴风作浪。

另外还有裘德·洛饰演的年轻版

的邓布利多也将出镜与德普同

框，要知道这一对亦敌亦友可是

原著中的官配，两人之间的“相

爱相杀” 自然是这一部的最大看

点。 据悉，电影中的神奇动物也

会有新成员的加入。 此前，J·K·

罗琳也宣布自己正在创作系列

第三部的作品， 看来这个 IP 的

开发将会越来越顺利。

《碟中谍 6》

上映日期：7月 27日

从 1996 年第一部 《碟中

谍》公映至今，这个金牌 IP 系列

已经陪伴影迷 20 多年， 而阿汤

哥也乐此不疲地在大银幕上各

种花式拼命。《碟中谍 6》即将登

上北美银幕，仍走高危惊险加悬

疑的惊悚动作片风格，主角们依

旧各种玩命地进行特技表演，拍

摄过程中 56 岁的阿汤哥还因为

跳跃动作摔伤休息了几个月。 口

碑方面，烂番茄新鲜度为系列最

佳，97%新鲜度，严苛的 Metas-

core 也打出了 85 分的高分，

《好莱坞报道者》甚至认为这部

动作片代表了极限运动在主流

电影中的巅峰水准，目前，豆瓣

上显示内地档期在 8 月，不见不

散。

《大黄蜂》

上映日期：12月 21日

《变形金刚》和《碟中谍》

两大王牌 IP 一直是派拉蒙影业

的救命稻草，今年，《变形金刚》

的衍生电影也将于 12 月下旬与

观众见面，以系列中最受欢迎的

角色大黄蜂为主角，背景设定在

上世纪 80年代，算是“变形金刚

前传” ， 该片讲述的是大黄蜂与

机械师女主角查理·沃森的故

事。 沃森捡到了一辆破损严重的

大众甲壳虫，她很快发现这不是

普通的轿车，而是“大黄蜂” ，他

们开始了一段奇妙的友谊之旅。

预告里的大黄蜂走的是蠢萌路

线，希望能为这个越来越不走心

的系列挽回一点口碑。

《伸冤人 2》

上映日期：8月 3 日

丹泽尔·华盛顿很少出演续

集，这次破例加盟《伸冤人 2》，

2014年第一部《伸冤人》口碑票

房都很出色，第二部依旧没什么

电脑特效，全靠华丽的动作打戏

做看点。 前作当年在北美爆红，

但最终也没有引进内地，所以这

部续集能否进入中国市场仍是

一个悬念。

真人电影

《阿丽塔：战斗天使》

上映日期：12月 21日

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卡梅隆

担任制作人， 早在十多年前，卡

梅隆就构思了两部雄心勃勃的

科幻片剧本，考虑作为自己接下

来的作品， 其中一部是 《阿凡

达》，另一部就是《铳梦》。 改编

自经典日本漫画《铳梦》，故事

设定在公元 26 世纪———末日大

战的 300 年后，主角是一名在垃

圾堆上被人发现的半人半机器

少女阿丽塔， 她完全丧失了记

忆， 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虽

说是真人电影，但女主角却有着

动漫级的日式大眼，如此漫画风

导致和其他真人演员站在一起

很奇怪。 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

兹在采访中对其做了解释，并赞

美这样的眼睛真的迷人，“他们

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有非

常漂亮的大窗户———她的眼睛

极其迷人有吸引力，展示了她内

心的一切。 ”

《丛林之书》

上映日期：10 月 19日

《丛林之书》有大量的动作

捕捉表演，而由“动作捕捉第一

人” 瑟金斯执导再合适不过了，

看画风和物料让人想起来 2016

年的《奇幻森林》，不知道这部

影片能否创造票房佳绩。

《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

上映日期：11 月 2日

迪士尼在真人童话电影方

面从未失手，从《灰姑娘》到《美

女与野兽》， 这次它将镜头放在

了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与四

个王国》上，会动的木偶人、超美

的公主、俊俏的王子、会说话的

老鼠，全部将从童话里跳到银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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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中谍 6》《神奇动物在哪里 2》《大黄蜂》等有望引进

下半年 超级英雄

继续“霸占” 大银幕

� � � � 上半年好莱坞大片，《古墓丽影：

源起之战》、《环太平洋 2》、《头号玩

家》、《复仇者联盟 3》陆续登场。数据

显示， 上半年北美影市电影票房综合

达到 60.6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401

亿元）。 随着“硝烟四起”的暑期档来

临， 内地影市也有望获得新的机遇创

造新的票房纪录， 而今年下半年好莱

坞商业大片更多， 几乎达到了上半年

的两倍之多，其中有漫威英雄和 DC 超

级英雄的对垒， 也有迪士尼拿手的动

画大片， 还有数个颇具观众基础的经

典 IP 续集。 截至目前，北美暑期档的

《蚁人 2》和《碟中谍 6》可以说是中

国观众最值得期待的作品， 但仍没有

国内定档的消息， 依照以往的惯例我

们很有可能 9 月后才能一睹真容。

注：以下均为北美上映日期

周慧

上周日晚，浙江卫视《同一堂课》在音乐声

中拉开了帷幕， 引起了网友对音乐与文学的讨

论。 节目中，老狼用歌声作为突破口，带来了丰

富有趣的语文课堂； 品冠则发起音乐与童年的

隔空对话，探寻音乐与文学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节目播出后，有不少网友留言感慨：“音乐让语

文课变得更动听。 ”

节目中， 歌手老狼走进中国最北边的小

学———北红村小学， 在那里为当地的孩子们带

来了平常课堂上体验不到的趣味教学。 老狼将

自己的乐队带进教室， 用现场合作演奏的方式

和同学们一起“玩摇滚” ，最后老狼又请来了天

文老师， 和同学们一起观星赏月， 了解天文知

识。

在老狼老师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 小学

生们表示“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吉他” 、“第一次

看到天文望远镜” 。 生活在北京的老狼为孩子

们带来了他们从未有过的体验。

另一位代课老师品冠在厦门鼓浪屿用音乐

做突破点，一下子便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所以在

接下来课文的选择上， 品冠老师也选择了十分

经典的、被改编成流行歌曲的《水调歌头》进行

讲解，抛出了“诗歌和音乐是息息相关的” 这一

观点。 在他看来，词就是配乐的诗，是一种音乐

文学。

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受益匪浅，有同学惊喜

地表示“没想到词也可以变成歌，而且是很美

丽的变化。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老狼“寓教于乐”

品冠用音乐讲文学

《同一堂课》上动听语文课

董力“广播体操”受争议

《新舞林大会》前日开播

董力

《雪怪大冒险》

《大黄蜂》有望一举扭转《变形金刚》系列日渐低落的口碑

《神奇动物在哪里 2》

《无敌破坏王 2》

《阿丽塔：战斗天使》

老狼给孩子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