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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城影讯

《海王》上映 七大看点看海底
“速激”极致体验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 ＤＣ 全

【影城介绍】华庭国际影城是嘉兴一家拥有４Ｄ动
有 ８个专业电
感影厅，
影院按五星级标准建造，
影厅，
包括７个３Ｄ豪华厅，
含一个可躺式ＶＩＰ豪华
厅及一个４Ｄ动感电影厅。

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已震撼上映。与此
同时，
“深海奇观”版正片片段来袭，亚特
兰蒂斯的恢弘世界尽收眼底。

【正在热映】
４Ｄ 影片：
《毒液：致命守护者》《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无敌破坏王 ２：大闹
互联网》
《海王》《绿毛怪格林奇》
３Ｄ 影片：
《毒液：致命守护者》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无敌破坏王 ２：大闹
《绿毛怪格林奇》
互联网》《海王》
２Ｄ 影片：
《无名之辈》《憨豆特工 ３》《摘金奇缘》
《老爸 １０２ 岁》《狗十三》《惊涛
飓浪》
《网络谜踪》
《龙猫》
《印度合伙人》
《午夜整容室》

恢弘设计打造水下野
阿凡达 冶
作为首部讲述水下超级英雄的电影，
《海王》 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展现瑰丽神奇
的海底世界。为此，主创使用了多个摄影
棚，共搭建了五十多个场景，并与先进的
蓝幕拍摄相结合，完美展现了亚特兰蒂斯

魂》系列的男主角。

海底宫殿、竞技场、军舰等诸多华丽场景。

超强战甲匠心打造
还原海底超级英雄

古罗马风格的建筑与数字科幻融合，七大
种族亚特兰蒂斯 、咸水族，渔夫族 、泽贝
尔、海沟族、逃亡族 、迷失族等亮相，海王

电影的设定，给了服装设计一大考

龙、战鲨、战海马、运输鲸鱼、巨大海怪、章

验，如何设计出兼具美感与实用性、还能

鱼鼓手、水母灯等海洋生物，呈现给观众
视觉享受。
同时，因为电影内容 ８０％在水下，每

温子仁倾力巨献
温子仁一手参与打造了 《电锯惊魂》

与海底环境相得益彰的酷炫战衣成为难

战甲，不仅运用了 ３Ｄ 打印技术，还要几个

理，还需逐一加上气泡效果，以及一帧一

恐怖佳作。进军商业巨制的他同样游刃有

团队分工才能完成制作。此外，湄拉的墨

帧地数字化处理人物水下飘动的头发，再

余，一部《速度与激情 ７》曾经席卷全球。

绿紧身战服、奥姆的反射光战甲、黑蝠鲼

利用许多靠电脑操纵的灯光和移动镜头

温子仁对电影节奏的把控和极致娱乐化

的神还原头盔、海底战士的发光装备等都

去营造海底氛围 。

电影语言的运用，将这种风格嫁接在 ＤＣ

各具特色，将在大银幕上酷炫登场。

宇宙，最终完成了这部电影。

中国领跑全球抢先上映
山呼海啸冶
般震撼来袭
野

《海王》还有一大终极看点，那就是

另一大武器。执导过《速度与激情 ７》的

海王与湄拉的化学反应令人惊喜，他

领跑全球的最强档期。此次影片的公映

温子仁导演将继续在大银幕上“兴风作

们从互怼到陪伴到并肩作战的感情故事

时间不仅是全球最早，更是比北美整整

浪”，亚特兰娜女王陆地反击战、海王初

成为另一大看点。妮可·基德曼此番饰演

提前了两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

登场潜艇大战、兄弟擂台争霸战、海王湄

勇敢大气的亚特兰娜女王，一向柔美优雅

ＤＣ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由温子仁执

拉逃亡战、海沟族深海围攻战、千军万马

的她这次却大展拳脚功夫。

导，杰森·莫玛（《正义联盟》）、艾梅柏·希

海底终极战等 。各位主演更是接受了长

片中的两位反派——
—海王同母异父

尔德 （《正义联盟》）、帕特里克·威尔森

达四个半月每周六 天 的 高 强 度 特 技 训

的弟弟奥姆、黑蝠鲼同样来势汹汹，他们

（《招魂》系列电影）、妮可·基德曼（《时时

练，并且学习掌握了柔道、柔术、武打等

将集结反派联盟，与海王展开一段史诗级

刻刻》）、
威廉·达福（《蜘 蛛侠 ２》）、叶海

多项技能，最终呈现出了利落、硬碰硬的

的正邪交锋。其中奥姆的扮演者帕特里

亚·阿卜杜勒·迈丁（网飞《少年嘻哈梦》）

动作盛宴。

克·威尔森还是温子仁的御用男演员、
《招

等联合主演。

哪儿来这么多黑马？只是吹得好罢了！
由韩寒执导兼编剧，沈腾、黄景瑜、尹

次穿上时感觉挺紧绷的，
“完全量体裁衣，

正、尹昉、田雨、
腾格尔、赵文瑄、张本煜、刘

按照你的身材设计的，当站得特别直的时

帅良主演的电影《飞驰人生》将于 ２０１９ 年

候，里面就稍微兜得慌。”

２ 月 ５ 日大年初一上映。影片讲述了曾经

这套衣服给黄景瑜的最大感觉是特别

在赛车界叱咤风云、如今却只能经营炒饭

保暖，
“刚开始穿上的时候也没感觉很暖，

大排档的赛车手张驰决定重返车坛，在职

【优惠活动】
周一至周四：
全天半价；
周四：
音天天有优惠：
４Ｄ
动感电影特价 ４０ 元；
周六／周日：
动画电影白天特
价场；
特殊节假日除外。
【关注我们】
◆优惠早知道：订阅影城微信（嘉兴华庭国际影
城），
优惠活动率先知晓。
◆票务热线：
８２０５０１７７／８２０７９１１２

料。其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海王的经典黄金

《修女》等风靡全球的
系列、
《招魂》系列、

激燃热血的动作大场面是《海王》的

【即将上映】
《中国合伙人 ２》
《蜘蛛侠：
平行宇宙》
《白蛇：缘起》
《武林
怪兽》
《天气预爆》
《叶问外传：
张天志》
《印度暴徒》

题，为此设计团队使用了超过 ２５００ 种材

一个水下镜头都需要艰苦的数字着色处

艰苦打斗呈现海底野
速激冶

华庭国际影城

嘉兴唯一 ４Ｄ 动感影厅
１２月１３日－１２月１９日

直到拍摄后期天冷了，我在现场穿着赛车

业生涯的尾声挑战年轻一代的赛车天才，

但有时很难与沈腾对视，
“ 我看到他就会

服，
导演穿着羽绒服，
我还问他你是不是身

他想聚齐昔日的搭档们，再现光辉岁月，
不

笑，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他有某种魔力

体不好，他说是你的赛车服保暖。
”

料却遭现实狠狠打脸、状况百出。作为一部

吧”，为了防止笑场，黄景瑜只好一边与沈

赛车题材的动作喜剧，韩寒导演选演员很

腾对戏，
一边用手使劲掐自己大腿。

中山影城

观 ３Ｄ电影 唯中山巨幕
１２月１３日－１２月１９日
正在热映
《龙猫》
《印度合伙人》
《网络谜踪》
《绿毛怪格林奇》
《午夜整容室》
《海王》
即将上映
《蜘蛛侠：
平行宇宙》
《天气预爆》
《武林怪兽》
《叶问外传：
张天志》
《大人物》
《白蛇缘起》
优惠活动
★会员特惠活动：
２Ｄ普通厅电影、
ＶＩＰ厅电影特价３０元，
３Ｄ普通厅
电影特价３５元，
巨幕厅电影４０元，
特殊影片需补
差价
（特殊节假日除外）
。
★信用卡
“１０元看２Ｄ电影，
２０元看３Ｄ／巨幕电影”
观影活动火热进行中
（特殊节日除外）
。
详情可登陆
★每周特惠：
周一至周三全天半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ｄｙ．ｎｅｔ／查 询 或 详 询 中 山 影 城
８２０６０００４ ８２０８５５５７

影城微信院
ｊｘｚｓｙｃ

影城新浪微博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
嘉兴首家电影博物馆主题影城
１２月１３日－１２月１９日

【影城介绍】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位于嘉兴
是隶属于嘉兴电影集
市文昌西路新文化广场 ，
团有限公司重磅打造的兼有电影历史博物馆
和电影城双重性质的综合体系影城。
影城 ２ 个
激光 ３Ｄ 影厅 ，
１ 个 ４Ｋ 影厅，１ 个全景声 ３Ｄ
影厅，
共 １０５４ 个座位。

有针对性，沈腾从小喜欢车，
接电影之前已

对于笑场，沈腾认为，
“拍喜剧笑场是

经拿下驾驶证、漂移证两个证件，黄景瑜也

必要的”，彰显出现场气氛是对的。他觉得

【正在热映】
３Ｄ 影片：
《蜘蛛侠：
平行宇宙》
新疆
２Ｄ 影片：
《武林怪兽》
《天气预爆》
《叶问外传：
张天志》
《白蛇：
缘起》
《飞驰人生》在新疆拍摄了一个多月，
【即将上映】
赛车的戏份基本都是在那儿拍摄的。新疆
《印度暴徒》
《断片之险途夺宝》
《云南虫谷》
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拍摄条件很艰苦，早晚 《手机狂响》
《地球最后的夜晚》

对各种机车极感兴趣，尹正在赛车方面也

现场拍摄非常轻松，韩寒导演脾气真是太

冷，还有大蚊子，叮人特别疼，剧组工作人

有很好的基础。不过，片中很多专业性的动

好了，现场从来不发火，
“我们在拍戏的过

员都有一个“护脸神器”，戴着很严实的帽

作还是由特技演员来完成，韩寒本人作为

程中真正做到了快乐生产这件事，这其实

子，不仅抗蚊虫，还防沙防雨。拍摄地海拔

亚洲顶级车手，有时候心血来潮也会为演

是每个剧组都不敢奢望的一个目标。
”

４０００ 米，演员拍动作戏都尽量小心，以免

员做一下替身。现在来说说这部电影拍摄

赛车服

产生高原反应。叫兽易小星听说韩寒给他

过程中的几个幕后小故事。

片中沈腾和黄景瑜穿的赛车服都是

安排了一场戏，非常激动，觉得很有挑战，

笑场

按照最高规格，
专程从意大利定制的。这套

但去现场之后才发现和他演对手戏的是一

韩寒导演评价沈腾的表演有一种
“不

衣服包括了防火面具、防火衣、防火裤、赛

群羊，他要从车上下来赶羊，一直赶来赶

怒自威，不笑自喜 ，不哭自悲”的魅力。片

鞋，以及各种护具，整个制作花费了四个

去，
因为跑得太快就有了高原反应，脚一软

中，黄景瑜大部分都是与沈腾的对手戏，

月，光设计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沈腾第一

瘫倒在地。

【优惠活动】
音会员狂欢·优惠畅影火热持续：全面特价最
低 ２０ 元起。
音关注影城微信服务号：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
城，
享会员手机购票。
【关注我们】
◆优惠早知道：订阅影城微信（嘉兴新文化 电
影博物馆影城），
优惠活动率先知晓。
◆票务热线 ：
８３６８８８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