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冰冰与黄晓明在剧中演对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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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漫威的《 复仇者联盟》

系列红透全球，每个超级英雄都获得

万千宠爱，相比之下，漫威的新片《 银

河护卫队》 却更像是一个“ 废柴联

盟”，詹姆斯·古恩就曾表示，“ 队里

的成员是一群狂人、弃儿和怪才，这

部电影是为那些‘ 异类’而拍，要送

给那些感到自己被唾弃、冷落的人。”

然而《 银河护卫队》上映之后票

房飙红，午夜场就以1 1 20万美元的成

绩超过同门师兄《 美国队长2》（ 1 020

万），创下201 4年最高午夜场票房。上

周末三天更是斩获了远超业内预期

的9400万美元佳绩，把《 谍影重重3》

保持了7年之久的8月份开画纪录大

幅提升35.6%，创下北美有史以来8月

首映票房最高纪录。在今年的漫画超

级英雄片中，《 银河护卫队》 的首映

战绩也超越了《 超凡蜘蛛侠2》与《 X

战警：逆转未来》，与同门师兄《 美国

队长2》（ 9500万）不相上下。

《 银河护卫队》 讲述的是“ 星

爵” 彼得·奎尔在偷走一块神秘球体

后成为赏金猎人的追杀目标，因此他

被迫和四个格格不入的乌合之众结

成同盟———手持机枪的火箭浣熊、树

人格鲁特、凶残神秘的卡魔拉，以及

复仇心切的毁灭者德拉克斯⋯⋯主

题也从拯救地球变成了拯救宇宙，算

是漫威“ 进军宇宙”的一个起点。中

国内地也已经确定引进《 银河护卫

队》，不过具体上映日期待定。

引进了！《 银河护卫队》北美登顶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小贝一家的动态永远

是娱乐圈的热点，大公子布鲁克林

的恋情更是惹 得 众 人 瞩 目 。 1 5 岁

时，贝克汉姆才刚进曼联青训，满脑

子都是足球，而1 5岁的布鲁克林已

经情窦初开，恋上了红遍好莱坞的

科洛·莫瑞兹，据悉两人交往已经3

个月了。

莫瑞兹比布鲁克林还大2岁，6岁

就进入演艺圈的她凭借《 海扁王》中

“ 超杀女” 的出色表演成为当红女

星，2年前曾在人民选择奖中当选最

受欢迎25岁下影星。两人的恋情早已

被曝光，6月初两人在洛杉矶的圣莫

妮卡海滩约会。很快又有人拍到两人

一起在洛杉矶玩滑板，相当亲昵。但

两人并未公开他们的恋情。

不过由于布鲁克林平时在伦敦

上学，而莫瑞兹主要是待在美国拍

戏，因此许多人并不看好这对远距离

的“ 姐弟恋”。但至少小贝夫妇并不

反对布鲁克林的这段恋情，据英国媒

体透露，“ 小贝和维多利亚已经向两

人送上了祝福。”

恋爱了！小贝长子爱上“ 超杀女”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那部曾经毁了不少影迷

“ 童年”的《 白雪公主与猎人》第二部

已经定档，影片名已经确定为《 猎人》，

将于201 6年4月22日在北美上映。

《 白雪公主与猎人》虽然票房一

般，但片内片外发生的一切却引起了

不小的关注，而这次的第二部其实更

像是一部前传，“ 锤哥”海姆斯沃斯饰

演的猎人扶正为主角，讲述他在遇到

白雪公主之前，和查理兹·塞隆饰演的

王后之间的故事，上一部中的白雪公

主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则不再参演。

不过，如今由《 肖申克救赎》的

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执导《 猎人》，

加上“ 锤哥” 和吸金女王塞隆的回

归，演员阵容依旧强大。昨天影片正

式完成改名，并将于将于201 6年4月

22日在北美上映。

回归了！“ 公主”消失，猎人唱主角

无论是排片还是票房，《 白发

魔女传》的表现都很强劲，但影片

“ 雷区”太多，引来吐槽一片。“ 现

在 对 电 影 的 吐 槽 已 经 成 为 了 一 种

现象。”一位影评人在接受采访的

时候表示，“ 看到捕头慕容冲和部

下对话的那个情节，我和朋友都笑

喷了。”

一位观众看完电影后回忆：“ 紫

阳道长以360度转体飞身跃下武当

山，练霓裳和卓一航最后相拥亲吻

消失于‘ M78星云’，都让人有种在

体操比赛和宇宙科幻之间来回切换

的感觉。”

还有网友评论表示，片中最令人

跳戏的是，这边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

活、血染沙场，而那边练霓裳和卓一

航被绑在木架上玩着“ 真心话”，如

此的神剪辑配合着矫情的对话，让

人有种“ 琼瑶剧上身” 的即视感。

“ 自从遇见了你，我的生命才有了颜

色，难道练霓裳不是只有黑色和白

色吗？哦，不对，因为抢了客娉婷的

嫁衣，所以还有了红色。”网友开心

地评论道。

更有网友指出武当三长老才是

顶级的“ 搞笑三人组”，从进入明月

寨的“ 一航，你果然被抓来压寨了”，

到后来的“ 秒懂” 卓一航的忍辱负

重，简单一句“ 我们错怪你了”结束

“ 叛教”风波，不禁让人大呼“ 神片”

总是出乎意料地“ 神展开”。

《 白发魔女传》票房与吐槽齐飞

视效美到哭，台词雷到笑！

今年七夕档，黄晓明、范冰冰领衔主演的《 白发魔女传》呈现了票房
与吐槽齐飞的景观。在某家知名影评网站，《 白发魔女传》 的打分只有
4.0，比得分4.3的《 小时代3》还惨。不过，糟糕的口碑并不影响观众们源
源不断走进影院，首周末票房飙过2亿，套用一下《 后会无期》的金句：

“ 小记者才论好片烂片，大老板只争票房高下！”
青年报记者 张楠

欢乐台词排行榜
!"#$% 好得让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 哎哟，我的老伙计。

!&() 哎，我喜欢那个名字，练霓裳。

!&(* 告诉你个秘密，我是先成家，后入宫，我有个女儿。

!&(+ 你不可以，你是我的。

!"(, 看完菩萨再看你们，真是闹心。

!"(- “ 你想躺着出去吗？”“ 为什么是躺着出去？”“ 因为死了！”

!"(. 一航，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你，我的生命才有了颜色。

（ 上榜理由：练霓裳的深情告白。在两个人很苦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很

“ 琼瑶”的告白，真让人感到天雷滚滚！不过想来还是有道理的！白发魔女的服

饰非黑即白！还真是之前一直在过没有颜色的人生！）

!"(/ 跟我去见我的爷爷吧！

（ 上榜理由：激情之后，卓一航对练霓裳说了句自以为很体贴、很温柔、很

甜蜜、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很man的话，竟然就是这句！没错，就是这句！“ 跟

我去见我的爷爷吧”！你是葫芦娃变的吗？）

!&#$ 一航，你果然被抓来压寨了！

（ 上榜理由：这是武当“ 逗比三人组”在明月寨见到卓一航的第一句话，

让笔者一口老血差点喷洒出来，正是从这句话开始，影片正式进入笑点不断的

新时代！天雷滚滚啊！无处不在的逗比让人实在悲喜加交，一面流着辛酸泪，一

面笑得合不拢嘴。）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心树”阎沙

子安个展，日前在上海龙门雅集揭幕。

阎沙子安201 1 年硕士毕业于四川美

术学院油画系，师从著名画家庞茂琨。

此次展出以古树为主题的系列

作品，是这位新生代艺术家照相写实

人物题材转向景静物题材的首次尝

试。这些参展作品共1 4幅，是阎沙子

安去年和今年创作的。展览将持续到

8月30日。

阎沙子安龙门雅集展“ 心树”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在持续了1

个月零6天后，“ LOVE AIJ ING：艾敬的

爱”艾敬综合艺术巡展日前在中华艺

术宫落幕。

与其他展览不同，此次展览以一

场主题为“ 艾敬的艺术与观众”研讨

会闭幕。嘉宾包括国家博物馆副馆

长、此次展览策展人陈履生、日本建

筑大师隈研吾等。

专家们主要探讨了艾敬个展中

举办的多次公共项目，在美术馆与观

众互动间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艾敬综合艺术展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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