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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国产

精品动画电影《福星高照朱小八》近

日举行嘉佳卡通广州点映专场。 活

动现场，嘉佳卡通主持人桃子姐姐，

给大家带来了导演们的制作初衷分

享，还跟现场的小朋友一起，唱跳起

电影的主题曲。

《福星高照朱小八》由《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 的总制片人刘志江亲

自操刀， 讲述了天蓬元帅朱小八因

贪念人间美食法力消退， 因此惹来

了诸多事端， 经过重重考验与成长

后，最终唤醒自己内心的责任感，并

克制贪欲，回复仙力，拯救人仙两界

的励志故事。

该片主人公“朱小八”的人物原

型是“二师兄”猪八戒，但造型变得

更萌更帅。 影片还结合了美食文化，

以及年轻人的叛逆期等元素， 让这

部戏不仅适合青少年儿童观看，成

年人也能从中感受到一定的人生道

理。 该片导演杨加助还透露，目前制

作团队计划拍摄十二生肖系列动画

电影，包括本片的朱小八在内，这些

动画 IP 都将轮番出场互为主角和配

角。 据悉，《福星高照朱小八》将于中

秋节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陈凯

歌任总导演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将于 10 月 1 日上映，影片由 7 位导

演各拍 1 个故事组成。 近日，导演之

一的张一白执导的《相遇》曝光。 影

片以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为背景， 讲述了国防科技战线上

的无名英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他们隐姓埋名、远离至亲至爱之人，

将青春奉献给了祖国。

在《相遇》中，高远（

张译饰

）献

身国防科技事业隐姓埋名、 远离亲

人 3 年，他的女友方敏（

任素汐饰

）

便苦苦寻了三年。 直到高远回到北

京，二人才得以在公交上相遇，这是

以往两人约会后高远回家的车，也

是方敏 3 年来希望能遇到高远而经

常乘的车。 那天，也是原子弹成功爆

炸的时刻， 二人很快被冲散在普天

同庆的人山人海里。 高远和方敏是

许许多多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无名英

雄和他们家人的缩影。

为了更好地接近角色状态，张

译减重 15 斤。 预告片中的张译大部

分时间戴着口罩且没有台词， 只能

用眼神展现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

表演难度极大。 但张译的演绎还是

得到了网友的高度认可， 甚至被称

为“口罩都遮不住的演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由宋

茜、欧豪主演的电视剧《山月不知心底

事》正在江苏卫视热播，剧集改编自辛

夷坞同名小说， 讲述宋茜饰演的向远

和欧豪饰演的叶骞泽追求人格独立、

奋发向上， 却不断在理想与生活之间

挣扎的都市爱情故事。 剧中， 叶骞泽

“万事都以向远为先”的男友作风被网

友盛赞“教科书式男友”，谈及这个角

色， 欧豪则表示叶骞泽在剧中的经历

时间跨度大，有挑战。

剧集播出以来， 向前进夫妇的高

甜恋爱让不少网友表示“含糖度太

高”，但也有一些声音表示相比原著改

编较大， 导演余淳回应道：“原著很多

读者都觉得很虐，但经过梳理后，我们

将重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冲突提炼了

出来，弱化了虐这个因素。 ”欧豪也表

示，“希望剧中人物正确的价值观及选

择能够给现在的年轻人带来好的影

响。 ”

剧中，叶骞泽作为家中长子，早早

开始照顾弟弟， 帮助妈妈做豆干贴补

家用；作为男友，他专一、温暖，面对暧

昧对象从不拖泥带水；作为继承人，在

叶家企业有困难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

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演绎这样一个多

面角色， 欧豪也说：“叶骞泽这个角色

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少年时期、高中

时期、大学时期以及后面的创业时期，

每个年龄段怎么去把握这个分寸，是

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挑战。 ”导演余淳

则盛赞他，“欧豪有一个特别大的特

点，他愿意去琢磨每场戏，不是照本宣

科，他会把自己放进去思考这场戏，加

上了非常多自己个人细节的小设计，

而且你能感受到他的表演里面有生活

的烟火气。 ”宋茜也表示，“我遇到了一

个好的对手。 ”

李安归来！《双子杀手》下月上映

威尔·史密斯在片中上演“自己打自己”的生死对决

在《山月不知心底事》中饰演“教科书式男友”

欧豪表演获赞有生活的“烟火气”

《我和我的祖国》曝“相遇”预告

张译减重 15斤

演“无名英雄”

《福星高照朱小八》广州点映

萌帅版“二师兄”

上演励志故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 李安的新电影

《双子杀手》 发布定档预

告， 正式宣布内地定档 10

月 18 日。 时隔 3 年回归，这

一次李安联手威尔·史密斯，

一起干了件大事， 用特效制造

了一个大活人： 年轻的威尔·史

密斯。 预告中，一老一少两个威尔

同屏对打的一幕幕，视觉和情感上

的双重冲击，让人印象深刻。

李安继续探索“男人的成长”

从影 30 年里，李安两度获得奥斯卡

最佳导演奖，他不仅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

品，更让世界看到了华语电影的魅力，他执

导的《卧虎藏龙》更是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语电影。

回首李安的作品，虽然类型各有不同，但

风格迥异的外衣下，是李安一贯的对人生和自

我的情感探索。 早年的“父亲三部曲”中，李安从

一个年轻孩子的角度，去审视父子关系。 近年来，

李安的叙事视角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再到新片《双子杀手》，

李安以一个长者的身

份，回望年轻时的自己，

正如预告中的背景音乐

《Forever Young》（永远年

轻）一样，李安坚持在创作

中对情感探索的初心，通过

中年男人和年轻的自己的角

逐，回顾自己的一生。

李安点赞威尔·史密斯

《双子杀手》讲述威尔·史密斯饰

演的国防情报局特工，准备退休之际

意外遭遇一名神秘杀手的追杀，令他没

想到的是，这名杀手竟是年轻了 20 多岁

的自己，在年老的我和少年的我之间，一

场生死对决旋即展开。

预告中，一老一少威尔·史密斯同屏对

打的画面，让不少人直言很震撼。 据悉，电影

中年轻的威尔·史密斯是根据动作捕捉技术，

100%用特效制作出来的人物。 这一场场“自己

打自己”的动作戏，不论是体力还是表演上，都对

威尔·史密斯有着极大的挑战。 李安也不禁感慨，

“他这次完全豁出去了，看到他演年轻自己的那种努

力，让我很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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