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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

“钢铁侠”，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大旗全靠

“蜘蛛侠”来扛？日前《蜘蛛侠：英雄远征》

在京首映，“荷兰弟” 汤姆·赫兰德坦言，

这一集故事发生在“终局之战”之后，蜘

蛛侠跟所有人一样，需要适应没有“钢铁

侠”的新世界，为此他踏上欧洲之旅。 但

他内心是希望继承钢铁侠遗愿， 成为漫

威新希望的。

“荷兰弟”透露在写电影剧本

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既是《蜘蛛

侠：英雄归来》的续集，也是《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后漫威宇宙电影第三阶段

收官作。这集故事讲述“终局之战”后，没

有了“钢铁侠”指引的彼得·帕克短暂放

下“蜘蛛侠”身份，和同学们踏上欧洲游

学之旅。 但因为弹指事件造成的多元宇

宙，他又被征召恢复超英身份，更以神秘

客结伴面对新的威胁。

此次北京宣传，不管媒体如何试探，

“荷兰弟” 始终紧咬牙关不做任何剧透。

但谈到“蜘蛛侠”是万众期待的新生代英

雄代表时，他表示没有压力，还开玩笑说

自己从五岁就在卧室里扮演蜘蛛侠，“对

我来说， 能够让这个角色达到钢铁侠一

样的水平，或者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角色，

是一种很特别的挑战。 ” 赫兰德直言，这

一集的“蜘蛛侠”有些让人心疼：“终局之

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前的那

些复仇者们包括蜘蛛侠的导师不在了，

因而他需要在新的世界调整心态， 接受

这个现实， 然后继承钢铁侠遗愿成为漫

威新希望。 ”

说起这一集里蜘蛛侠有哪些变化跟

成长，荷兰弟是这么解读的：“对彼得·帕

克而言，这是第一次他需要自己去面对这

些坏人，但同时他又有了新的伙伴：神秘客。

不用单独作战。”至于个人成长，“荷兰弟”笑

说， 接演蜘蛛侠后， 高尔夫球技越来越

好，“我对电影行业越来越了解， 也开始

对导演、制片

（这些工作）

感兴趣。眼下我

正在写一个影片剧本， 期待未来在电影

行业能有更多进展。 ”

导演想让“蜘蛛侠”走出舒适区

导演乔·沃茨曾执导上一部蜘蛛侠

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影片在 2017

年中国内地上映后， 豪取 7.75 亿元票

房， 成为当年单人超级英雄电影票房冠

军。 作为《复联 4》后的首部漫威大片，

乔·沃茨认为，要将“蜘蛛侠”系列电影做

出新意，需要将战场转至欧洲。此外小蜘

蛛还有了全新的战衣和装备， 以及新朋

友和新敌人。

有人提到他曾用高中生公路旅行电

影形容“蜘蛛侠”系列电影，乔·沃茨解

释，这样定义是因为从《英雄归来》到《英

雄远征》，蜘蛛侠都在走出舒适区，“上一

部电影他走出布鲁克林到了华盛顿特区，

这部电影他走出美国到了欧洲。就是想让大

家看看在不同场景下的蜘蛛侠会有什么变

化跟成长。 ”对于影片承接《终局之战》会否

有压力，乔·沃茨回答说，这一集最重要的

是透过蜘蛛侠的视角，向世人展示“终局

之战”之后的世界。

“神秘客”评价“荷兰弟”是最棒

“蜘蛛侠”

此次中国宣传之旅，除了汤姆·赫兰

德和导演，《英雄远征》的新角色：神秘客

饰演者杰克·吉伦哈尔也来了。作为首次

出演漫威超英大片且饰演的是全新角

色， 吉伦哈尔开玩笑称， 付出了很多努

力。比如用一年半时间练习“如何飞”，以

及学习发射各种颜色的激光。

吉伦哈尔称赞“荷兰弟”是目前最棒

的蜘蛛侠，还说导演乔·沃茨敏感和细腻

的拍摄手法将影片进行了全面升华，在

格局、场景、视效上都有着更宏大、震撼

的体现。“荷兰弟”就说，多年来他一直说

吉伦哈尔是自己最想合作的演员之一，

这次合作更是一见如故。

《蜘蛛侠：英雄远征》将于 6 月 28 日

全国公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浙江

卫视 2019《中国好声音》昨日公布最后

一位导师， 资深导师庾澄庆（哈林）回

归，与那英、王力宏、李荣浩一起组成今

年导师新阵容。 哈林也将继续成为导师

中的“主持担当”。

过往五季《中国好声音》和两季《中

国新歌声》里，哈林曾坐镇节目导师五

季，“资深导师”当之无愧。 虽然从不是

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但“音乐顽童”哈

林的热情活力，却令看过节目的观众印

象深刻。 在多年的节目征程中，他以不

拘一格的独特眼光和有教无类的音乐

态度，挖掘出许多个性“好声音”，包括

吴莫愁、金润吉、谭轩辕、黎真吾等。 音

乐风格方面，哈林也涉猎广泛，不拘泥

于单纯的情歌与摇滚，还有爵士、放克

音乐、拉丁等。

在往季节目中，哈林向来自称“不

结盟”“以真诚打动学员”， 这次面对两

位年轻的新导师， 他会以怎样的姿态

“出击”，令人期待。 有热心网友发现，在

前几日的王力宏演唱会上，出现了哈林

的身影。 不知是否“二哥”特别邀请哈林

提前取经，抢先结盟？ 而随着导师阵容

尘埃落定，今年《好声音》的节目串场任

务又将落回哈林导师手中。 面对同样

“浑身是梗”“认真搞笑”的李荣浩，哈

林又将和他擦出怎样的火花 ？ 本周

五，哈林将开启本年度《好声音》的首

次“营业”———搭乘音乐大篷车前往

成都，对上车的学员进行盲听考核并

送出《好声音》现场直通卡。 据悉，今年

《中国好声音》 将于 6 月底开始节目录

制，并于 7 月每周五晚 21 点档登陆浙江

卫视播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文浩 ）

于 2005 正式出道的香港歌手卫兰

（

Janice

）

，曾演唱过《大哥》《心乱如

麻》《就算世界无童话》等多首大热

歌曲 。 今年她首次在内地开启

“OH MY JANICE”巡回演唱会，继

3 月份深圳站后， 第二场将是 7 月

20 日在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举

行的广州站。 广州曾是 Janice 首次

举行内地演唱会的城市，但她上次

来广州开唱已是 2011 年的事了，

对歌迷来说实在是期待已久。 卫兰

表示，这次会特意准备歌单，经典

歌曲不会缺少。

作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实力女

歌手之一， 卫兰出道 14 年成绩不

俗：2006 年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DO U KNOW》，是当年香港最高

单碟销量的女歌手大碟；出道不到

三年， 她就首次登上红馆开唱。

2017 年， 卫兰再度迎来事业高峰，

当年 7 月， 她推出的个人第 10 张

专辑《Love And Other Things》，也

是她转投华纳唱片后的首张专辑，

专辑中包括《穿花蝴蝶》《天敌》在

内的多首歌曲，横扫了香港各大流

行音乐榜的冠军。 此专辑更荣获

2017 年度叱咤乐坛至尊唱片大奖，

同时还让卫兰首获叱咤乐坛女歌

手金奖，风头一时无两。

7 月的广州演唱会， 是卫兰继

2007 年、2011 年后，第三次在广州

举行大型演唱会。 时隔近八年回

归，这次她不但会为歌迷演绎多首

百听不厌的经典作品，更会把一些

平时很少演唱但却受到歌迷喜爱

的歌曲加入歌单。 本次演出也会特

别打造延伸台，让观众可以更近距

离欣赏到 Janice 的现场演绎。 另

外，妹妹卫诗和师弟洪嘉豪将分别

以嘉宾身份登场。 据知，演出门票

已于近日开启预售。

2019《中国好声音》四位导师集结完毕

庾澄庆留任，“哈林营”7月再开业

时隔 8年再到广州开唱

卫兰特地准备

“惊喜歌单”

卫兰

7

月到广州开唱。

“荷兰弟”为粉丝签名。

漫威超英大旗接下来全靠蜘蛛侠来扛？

荷兰弟：他要适应

没有钢铁侠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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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钢铁侠的新世界

杰克·吉

伦哈尔 、导演

乔·沃 茨 和

“荷兰弟 ”汤

姆·赫 兰 德

（从上 至 下 ）

在 北 京 宣 传

新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