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电影《秦

明·生死语者》将于本月14日上映。日前片方

发布了三款预告，秦明在侦破案情时遭遇从

业以来最大危机，幕后真凶尾随追杀，令秦

明身陷火海，剧情紧张程度全面升级。 情感

上的重大波折，也激发了秦明内心的成长蜕

变。同时，影片真实还原“无语体师”

（医学界

对解剖教学用的遗体的尊称）

的解剖细节，

重现法医鉴证追凶过程， 对法医职业刑侦、

解剖技术进行了艺术呈现。

《秦明·生死语者》 改编自秦明的小说

《尸语者》，如何将原著23万字的内容浓缩到

电影104分钟？ 导演李海蜀和黄彦威以侦破

“无语体师谋杀案”为线索设置角色动机、推

动剧情前进， 从而牵出意外坠江溺亡案、肺

部炸裂致死案、不明药物注射致死案以及雪

山神秘失踪案等多起案件，这些案情的线索

环环紧扣。

预告中，严屹宽饰演的秦明恪守着法医

从业者特有的冰冷与理性，而一直暗恋他的

实习法医助手范嘉嘉因协助秦明查案，意外

身亡，令看似冰冷无情的秦明陷入深深的自

责。 向来偏重理性与真相的他，不顾身边人

劝阻，以身犯险步步逼近幕后凶手，却不料

危机接踵而至。秦明如何从全面崩溃之中找

到一线生机，他能否完成蜕变成长，也成为

本片的一大看点。

为了塑造角色，严屹宽多次向作者秦明

请教法医专业知识和他们真实的生活工作

日常。 严屹宽说：“秦明不仅仅是个普通人，

他是法医，也是警察，他经历恐惧，克服恐

惧，是他这个人物的成长。 ”严屹宽觉得，电

影中解剖过1300具尸体的秦明，在坚守法医

的信念之上，将超越恐惧，超越普通人的情

感，对生命有不一样的感悟。

除了在道具美术和特效制作上精益求

精，主创团队也希望通过对秦明这一人物的细

致刻画，收获观众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国内首部机

车文化电影《梦想机车》日前在京启动，对于

影片将在内蒙古阿拉善等地取景拍摄，曾在

阿拉善拍摄过几部电影的包贝尔现场回忆

说， 曾被当地群众还有车手的热情而震撼

到。

国外机车主题电影近些年受到国人青

睐， 像《速度与激情》 系列还有《疯狂的

MAX》都拥有不少粉丝。但国内在机车电影

方面一直缺失，日前内蒙古电影集团宣布与

阿拉善梦想影业联合打造中国首部机车大

电影，希望通过内蒙古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梦

想影业的专业技能，在电影中展现高难度的

沙漠车戏， 达到深耕中国机车影视 IP 的目

的。

据悉，影片讲述一群汽车发烧友在前往

内蒙古黑城遗址探险途中，与国际犯罪团伙

发生碰撞的故事，届时主演们将上演一场荒

漠追逐战。 虽然启动仪式上未确定出演名

单，但郭京飞、包贝尔的到来让人猜测他俩

有可能会出现在电影中。 对此，两人现场没

有回应这个问题，而是谈起了跟阿拉善的缘

分。包贝尔回忆这几年拍的电影，从《断片之

险途夺宝》到《胖子行动队》，都是在阿拉善

取景， 让他见识到了车手与当地人的热情，

“很震撼”。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文浩）

新版

《狮子王》电影无疑是许多人暑期档的

期待， 而今喜欢这个故事的观众又多

了一个盼头：今年12月18日起，迪斯尼

经典音乐剧《狮子王》将在香港亚洲国

际博览馆首度上演。

熟悉音乐剧的观众都知道， 这部

音乐剧首演20余年至今， 已经超越了

《剧院魅影》， 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音

乐剧。根据2017年的数据，《狮子王》于

全球收获81亿美元的票房， 堪称音乐

剧界的殿堂级制作。

《狮子王》 动画故事耳熟能详，将

其搬上百老汇舞台在当初则堪称是个

大胆的尝试， 事实证明了这个作品的

成功。

音乐剧版透过别树一帜的壮观制

作，舞台、服装和舞蹈设计的艺术性结

合， 将观众成功带入非洲广阔的大草

原和独特的动物角色中。 公演后大受

欢迎，并赢得6项托尼奖，包括最佳音

乐剧、最佳场景设计、最佳服装设计、

最佳编舞等。

该剧的乐章除包括艾尔顿·约翰

和蒂姆·赖斯为动画制作的音乐

（包括

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 《今

夜感觉我的爱》）

以及3首新歌外，还有

来自南非音乐人李柏·莫瑞克

（动画开

头曲《生生不息》的演唱者）

、马克·曼

西纳、杰·瑞夫金、茱莉·泰默与汉斯·

季默等人共同谱曲的乐章， 这些歌曲

都融合了西方流行音乐和独特的非洲

音乐节奏元素。

巡演的制作阵容也很庞大， 台上

动用了51名演员，多达235个的木偶和

面具也是看点。

据介绍，《狮子王》 这次香港站的

演出将于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

月5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以特别设置

的“剧场形式”进行，届时将会以英语

演出，并辅以中文字幕，23场演出目前

已经开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陈赫

与王子文主演的新剧《动物管理局》

开播在即， 虽然需要跟动物对戏，但

陈赫自认演技不如狗狗临演，“它 NG

次数最少，表演又最准确。 ”爱吃的陈

赫还被其他人推举为“请客王”。

作为一部都市解压轻喜剧，《动

物管理局》讲述兽医郝运因为一场猫

咪配种事故，意外发现这个世上有转

化者的存在， 从而进入动物管理局，

开启了一个巨大而神秘的都市精灵

世界的故事。

导演在北京的开播仪式上介绍，

剧中共有 16 个案件， 也有很多种类

的动物，每种动物都代表生活中一种

情绪，因此堪称一部职场剧。 陈赫说，

他与一条名叫“四爷”的狗戏份颇多，

一开始担心动物演员的演技，后来发

现“四爷”的演技比自己还好。“它是

我们剧组最贵的演员，也是 NG 次数

最少的，

（表演 ）

太准确了，也非常可

爱、听话。 ”

而 王 子 文

饰演的动物管

理局治安组组长是

郝运的领导， 谈到

出演心得， 王子文

表示， 最难的无疑

是一人分饰两角，尤其演

男版时每天需要化妆至

少 5 个小时。 虽然跟陈赫“相爱相

杀”， 但她夸奖对方演出了人物的弹

性，“怂的时候特怂，刚的时候特别

刚，关键时候

（还能）

保护我”。

有趣的是，发布会上，陈赫被指

头围比王子文 58 厘米的腰围还粗，

不服气的他现场测量，得知不相上下

后搞怪说：“雷佳音大概 60

（厘米）

往

上。 ”惹得全场爆笑。

发布会现场主创之间的开心气

氛让人印象深刻，王子文说，拍摄时

整个剧组就是这么欢乐； 陈赫则认

为，拍喜剧的秘诀就是自己要先快乐

起来，“大家熟了就能演好”。 由于拍

摄在重庆取景，主创们爆料称，大家

常常收工后一起吃火锅，其中陈赫最

爱请客。

据悉，《动物管理局》 将于本月 5

日在爱奇艺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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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屹宽要“鉴证追凶”

被评《动物管理局》里“又怂又刚”

陈赫说狗狗演技比自己还好

全球最高票房音乐剧《 狮子王》首登香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肖华 ）

昨

日下午，37 岁的

著名钢琴家郎朗

突然在微博晒出

婚纱照， 宣布自

己结婚的喜讯。

他在文中介绍新娘子：

“我找到我的爱丽丝

啦， 她是吉娜·爱丽丝

”。 据悉，新娘子 Gina

Alice 比郎朗小 13 岁，是位德韩混血儿，精通德语、英

语、法语、韩语等多国语言，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郎朗和 Gina Alice 几年前在德国柏林相识， 女方

毕业于汉堡音乐戏剧学院，4 岁开始学习钢琴，8 岁开

始在公众场合进行钢琴独奏演出，据公开资料显示，她

还是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的精英青年钢琴家。 那张两

人坐在钢琴前伸手按住琴键并深情对视的婚照， 似乎

寓意了两人的钢琴情缘。

据悉，婚礼仪式昨日在法国某酒店举行，作为凡尔

赛宫文化交流大使， 当晚郎朗还会在法国凡尔赛宫举

办婚礼晚宴。 郎朗和 Gina Alice 的婚纱照同样是在巴

黎取景，包括在夜晚灯光璀璨的埃菲尔铁塔下亲吻、在

凯旋门前身着红色喜服拱手、 在充满小资情调的餐厅

前深情对视……

电影《梦想机车》在京启动

郭京飞包贝尔要加盟？

风月总关“琴”？ 郎朗结婚啦！

陈赫是剧组里的“请客王”。

荨

王子文

在剧中要一人

分饰两角。

郎朗和妻子吉娜·爱丽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