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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

由陈

思诚编剧、执导的电影《唐人街探案

3》

（以下简称 《唐探

3

》）

将于大年初

一上映。 昨日在北京宣传时，陈思诚

直言这将是他亲自执导的最后一部

《唐探》系列作品，未来会以监制和

编剧的身份参与创作。

一提到《唐探》系列，外界最先

想到的就是王宝强与刘昊然这对

“唐探组合”。 昨天活动现场播放了

一组两人 5 年前后的对比照片，电

影《唐探 1》中舅舅抱着外甥，电影

《唐探 3》中外甥抱着舅舅。两人的成

长与变化， 连陈思诚也感叹，“回看

电影《唐探 1》的素材，发现他们俩还

挺嫩。”而来自《唐探 3》的花絮视频，

也让人看到了“唐探组合”熟悉的喜

感。 一场涩谷街头戏份，王宝强肩上

扛着一米八的刘昊然， 两人不仅摇

摇晃晃，王宝强更是累到掉牙，一颗

“大金牙”脱口而出，既心疼又好笑。

问到第三次合作的感受， 三人

各有感触， 陈思诚从导演角度分析

说， 一二集还能感觉到王宝强与刘

昊然“在演”，但是第三集真的就是

“秦风和唐仁”。 刘昊然则回忆，《唐

探 1》入组时还没 18 岁，但是在《唐

探 2》剧组过了 20 岁生日，《唐探 3》

过了 22 岁生日，有收获一家人的感

觉。但最让他难忘的还是拍《唐探 2》

时因为自己的关系让“舅舅”王宝强

受伤的情景。 对“旧事”毫不为意的

王宝强就说， 拍第三部最特别的还

是“时间过得特别快，有点不舍”。

据悉，“唐人街神探组合” 第三

集迎来了两位新的侦探伙伴， 然而

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 妻夫木聪的

角色野田昊“最幸福”，亚洲高富帅，

是当之无愧的“东京之王”；而托尼

贾的角色杰克贾则“最辛苦”，要骑

着儿童自行车跑遍全东京， 喜感十

足。 现场采访中，妻夫木聪放话说自

己特别喜欢喜剧， 更希望能跟王宝

强、刘昊然继续拍“喜剧”，曾于《唐

探 2》客串的妻夫木聪说跟第二部相

比， 第三部拍了许多连日本电影都

没有体现的元素，“相信中日观众都

会喜欢的。 ”除此之外，铃木保奈美、

浅野忠信、长泽雅美、染谷将太、三

浦友和等日本著名演员都参与了

《唐探 3》演出，陈思诚说自己做后期

时， 好几场有日本演员的戏份都感

叹不已：“演的太好了。 ”和铃木保奈

美

（东京爱情故事女主角 ）

同场，陈

思诚自称是其迷弟， 听说对方答应

邀约“都想改拍《东北爱情故事》

了”。 但之后又说选这些演员最重要

的因素还是“合适”。 第一次参与中

国电影拍摄的铃木保奈美就说身边

朋友跟她推荐过《唐探》系列，自己

看了觉得特别有趣。

电影《唐人街探案 3》将于 2020

大年初一上映。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由宋文

执导，谢飞监制的电影《抵达之谜》将于

2 月 14 日上映。 影片近日曝光的“时光

密语”版主题海报，以霓虹光影构建出

迷幻绚丽的青春色彩，首次正式展现出

七位主演的人生样貌。 其中，李现饰演

的赵小龙拼命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却连

喜欢的女孩都无法守护；顾璇饰演的冬

冬面对初次心动却不知所措。

导演宋文提到创作初衷时表示：

“你会感觉到你生活中有很多秘密，但

是总有一个秘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我

也想和观众去讨论这个问题，有哪些事

儿我们只能一辈子把它藏在心里。 ”而

这些被藏起来的秘密，祭奠着每个人青

葱岁月的“为爱勇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

即将开

启新一轮巡演的陈伟霆， 日前在北京

透露了广州首站表演的诸多亮点，比

如会和现场粉丝一起拍摄新歌《爬墙》

的 MV 内容， 粉丝也有机会决定演唱

会的曲目。 至于新歌是否在“内涵”粉

丝“喜新厌旧”时，陈伟霆郑重否认，并

表示整首歌词展现了自己心态上的成

熟，“墙可以爬过去也可以爬回来，可

能最后觉得还是陈伟霆最好。 ”

时隔三年， 陈伟霆又要开演唱会

了， 还是在上次终场举办地广州重新

开启，颇有承接之意。陈伟霆表示上次

演唱会落幕时， 跟粉丝说过只有等到

更好的自己才会重新开演唱会， 去年

觉得可以实践这个诺言了。 被问到本

轮首演为何定名“一鼓作气”，是不是

跟演唱会表演内容有关，“比如打鼓？ ”

陈伟霆笑而不答， 但他透露这半年确

实在从零开始练一种乐器，“最疯狂试

过一天练了 10 个小时。 ”

据悉此次演唱会将于 3 月 14 日

在广州开启， 针对粉丝关心的从舞台

设计到选曲等诸多问题， 陈伟霆简单

做了回应。称这次活动提出了“很多疯

狂的想法”，幸好合作团队给予很大帮

助。 参与操办这次演唱会的英皇金牌

经纪人霍汶希就感叹没见过陈伟霆这

样的艺人，“他跟我说不要酬金， 要把

酬金放进制作费里，哇。 ”

去年 7 月开始筹备这次演唱会的

陈伟霆说， 这次最大亮点是会开四面

台，还会把所有歌曲重新编曲，由此产

生的新问题让他每天都很有挑战感，

“比如唱跳的时候怎么照顾不同方向

的观众体验， 还有改编的歌曲既要有

新鲜感又不能丢掉原来的感觉。 ”至于

会不会为了演唱会特地进行身材管

理， 陈伟霆回答这件事不是为了演唱

会才做，“而是每天都要做的”。

值得一提的是， 陈伟霆最近推出

的歌曲《爬墙》引起不少讨论，现场被

问到歌词是不是在“内涵”粉丝喜新厌

旧时， 陈伟霆否认后这样解释：“刷微

博时看到粉丝说‘先走一段时间再回

来’，突然很有感触。像以前会说‘不要

走’，现在开心的是我长大了，因为爱

一个人要给他空间，才有了

（写的 ）

灵

感。 爬墙没关系，爬过去还能爬回来，

可能最后还是会觉得陈伟霆最好。 ”

谈及即将到来的春节， 陈伟霆透

露会在北京度过， 曾经连续三年登上

春晚舞台的陈伟霆笑说对北京春节的

印象，就是“春晚的记忆，大家在后台

好热闹的感觉。 另一个感觉就是街上

人特别少，不用排队”。

宣传《唐人街探案3》时，自称是铃木保奈美迷弟

陈思诚差点“想改拍《东北爱情故事》”

同样由陈思诚主导的爱奇艺独

播网剧《唐人街探案》前日也在北京

举行见面会，女主角张钧甯大方称赞

邱泽长得帅，“会撩妹是正常的。 ”感

觉关系没有受到之前绯闻的影响。

网剧《唐人街探案》由陈思诚担

任监制、总编剧，讲述了泰国唐人街

侦探唐仁远赴纽约后， 徒弟林默接

替唐仁的工作继续探案的故事，包

含三个单元《曼陀罗之舞》《玫瑰的

名字》和《幽灵邀请赛》。 邱泽饰演的

男主角林默，与张钧甯饰演的 IVY，

在《玫瑰的名字》中有对手戏。 也许

是因为此次合作的关系， 前段时间

传出了邱泽热追张钧甯的新闻，但

张钧甯方面却否认了恋情。

当天活动上， 有记者追问两人

“恋情乌龙” 后首度同台的心情，

张钧甯引用剧中“迷魂水” 的梗回

应， 称需要再开一箱迷魂水， 因为

“喝的不够多。” 不过被要求评价林

默在剧中的“撩妹” 技巧时， 张钧

甯满是夸赞： “长这么帅， 演技也

这么好， 会撩妹是正常的。” 她还

爆料邱泽连男士也能撩， 导演和监

制都会忍不住夸他帅。 邱泽则礼貌

地表示“谢谢”。

值得一提的是， 监制陈思诚当

天在现场透露， 期待和爱奇艺合作

网剧《唐探》的第二季。 而且邱泽与

张钧甯这对网剧“意难平”CP 的故

事还没有结束，“大家可以期待他们

未来的发展。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慧

网剧版《唐人街探案》亦在京举行见面会

张钧甯夸邱泽演技好：“会撩妹很正常”

新一轮个人演唱会3月在广州重启

陈伟霆主动说不要酬金

《抵达之谜》曝光“时光密语”主题海报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

由路

阳执导、宁浩监制的奇幻动作电影《刺

杀小说家》定档 2021 年大年初一。 路

阳导演在《绣春刀》系列收获不俗口碑

之后， 选择格局更加宏大的奇幻动作

题材，《刺杀小说家》构建了一个“两个

世界”并行的崭新世界观。现实世界中

雷佳音扮演的角色为寻找丢失多年的

女儿，接下了杨幂布置的任务，前去刺

杀董子健扮演的小说家。 而小说中的

异世界似乎也危机四伏， 酝酿着一场

大战。

《刺杀小说家》还构建了一个架空

的、完整的异世界。 预告中，董子健饰

演的小说家在电脑前聚精会神， 他笔

下天马行空的文字， 也正在一步步成

真。 为此，《刺杀小说家》 首次使用了

《阿凡达》《猩球崛起》同款的“动作捕

捉”和“虚拟拍摄”技术。预告中的异世

界虽只惊鸿一现，却充满质感。

《刺杀小说家》定档 2021大年初一

李现版本的主题海报。

闹出恋情乌龙后，邱泽和张钧甯首度同台。

陈思诚说《唐探

3

》是他最后一次执导该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