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６

时尚电影

２０１９．８．２９

编辑 孙伟业
版式 孙伟业

禾城影讯

演对了角色浑身都是戏

华庭国际影城

杜比全景声窑激光
８月２９日－９月４日

今年夏天，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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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爆款”，跻入内地电影票房榜前三
名。总结暑期档电影类型，动画片类型较
多，犯罪类型片则很少。除了被誉为“低配
版《疯狂的石头》”的《灰猴》之外，再无其

【正在热映】
４Ｄ影片：
《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３Ｄ影片：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哪吒之魔
童降世》
２Ｄ影片：
《铤而走险》
《深夜食堂》
《死寂逃亡》
《女王的柯基》
《保持沉默》
《愤怒的小鸟２》
《烈
火英雄》
《红星照耀中国》
《古田军号》

他。不过，本周五（８ 月 ３０ 日），打斗犯罪
片《铤而走险》将压轴上映，抓住夏天的尾
巴给观众上一道热辣猛菜，小编也提前参
加了点映，
为大家透露一点点有关它的内
容。

【即将上映】
《禁锢之地》
《徒手攀岩》
《检察方的罪人》

故事发生在山城重庆，从一桩偷车案
开始，以众人救赎自己结束。暴雨倾盆的

【优惠活动】
音会员狂欢·优惠畅影火热持续：
２Ｄ 特价 ２５ 元，
３Ｄ
特殊影片（另行通
特价 ３０ 元，
４Ｄ、
ＶＩＰ 厅特价 ４０ 元，
知）需补价。
音天天有优惠：
周一至周日：
全天半
价；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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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大鹏饰演的修车行老板刘小俊因迫
于生计倒卖黑车，却意外发现了被困于后
备箱中的小女孩奇奇 。逃亡两兄弟夏西
（欧豪 饰）、夏涛（沙宝亮 饰）与舞女（李梦
饰）有场不可明说的交易，居然涉及到一
宗绑架案。
当案子与案子之间互相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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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背后的谜团越来越大，一个铤而走
险，一个无路可退。看似是善与恶的交锋，
但其实两者又都不是绝对的，大鹏饰演的
所谓好人也有贪念萌生，欧豪饰演的所谓
反派也有对亲人温柔的时刻，没有绝对的

中山影城

善恶，才有险恶总是存在。

观 ３Ｄ电影 唯中山巨幕
８月２９日－９月４日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很“硬”的犯罪
片，采用多线性叙事的手法将多个人物莫

正在热映

名奇妙地卷入案件当中，并利用重庆的地

特别行动》
《铤而走险》
《速度与激情：
《深夜食堂》
《死寂逃亡》
《女王的柯基》

域特征把其中的追逐肉搏飙车等动作戏
拍得黑暗暴力，情感压抑。故事本身来说，

即将上映

情节设计得普通，谈不上有新意 ，但事件
的扣环比较流畅，一口气到底。导演甘剑

《宝莱坞机器人 ２．０：
重生归来》
《禁锢之地》
《冷血追击》
《逗爱熊仁镇》

宇是新人导演，从新导演商业类型片的角

优惠活动

度来看，作品的完成度还行，毕竟有“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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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城微信院ｊｘｚｓｙｃ
（特殊节日除外）。
★每周特惠：
周一至周三全天半价，
详情可登陆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ｄｙ．ｎｅｔ／查
询 或 详 询 中 山 影 城 ８２０６０００４
影城新浪 微博
８２０８５５５７

犯罪片第一人”曹保平保驾护航，那错不
了。尤其是动作戏，相信曹保平的监制与

不错。
大鹏喜剧片转型并无违和感，且

偶尔眼神流露的那一丝脆弱，居然也看得人

甘剑宇两人合作、助力不少。重庆的地貌

流露着荒诞感，另有欧豪台词不多，眼

心生不忍、恨不起来。此外，沙宝亮饰演的逃

优势也 为动作戏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不

神杀人，真枪实弹的动作戏太猛。看了

犯夏涛，和欧豪弟兄两个人亡命天 涯，那种

过，情节有有趣之处 ，随后的发展逐渐失

这部片子之后，小编感慨小鲜肉男演

哥哥对弟弟无言的溺爱，弟弟对哥哥无声的

了逻辑与节奏，小女孩表达和台词上过于

员里，欧豪的把握越发细腻精进，他终

关照，都在火焰燃起 的一刻爆发。没想到沙

“成人化”，
让人忍不住怀疑现在的孩子都

于找到了自己的戏路——
—冷酷、杀人

宝亮除了唱《暗香》之外，演戏也很 有天赋，

丝毫不眨眼的杀人犯，见面就 干，开枪

能演得这么“忍”……沉默的绑匪透露着隐

毫不犹豫，更像一个亡命之徒却也在

忍的力度，或许才更真实吧。

这么早熟了吗？
导演用人还是有一套的。大鹏和欧豪
应该都是首次挑战全新类型，完成度都很

温暖的亲情面前败下阵来，克制冷静，

文 ／ ｐｉｎｋｐｉｎｋ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双森”联手御敌
由大卫·雷奇执导，道恩·强森、杰森·

加持下，令观众分分钟肾上腺素飙升。微博

斯坦森领衔主演，环球影业重磅打造的年

大 Ｖ 电影玩家罗众表示：
“《速度与激情：特

度动作巨制《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于 ８

别行动》，这次动作戏方面，强推 ＩＭＡＸ！无 论

月 ２３ 日在全国超 ６００ 家 ＩＭＡＸ 影院超燃

是拳拳到肉的身体对抗，生猛械斗，还是必

上映。上映当天，ＩＭＡＸ 在北京举办《速度

不可少的飙车戏，包括脑洞大开的惊险 场

与激情：特别行动》观影会，这部暑期最受

面，一应俱全。”而现场观众也表示：
“ＩＭＡＸ

观众期待的好莱坞大片，在 ＩＭＡＸ 大银幕

极速狂飙真的可以嗨到上头，隔着屏幕就会

的加持之下，无论是极限飙车还是硬核打

激动起来，只有 ＩＭＡＸ 才更能体会炫目的车

斗，都延续了《速度与激情》系列经典的快

技和速度。
”

感。

“双森”组合将再次飙至 ＩＭＡＸ 大银幕，
目前，影片已在全球 ５０ 个国家和地

两大影星携手突破物理极限，加上震撼力十

区夺得首周末票房冠军，更被海外众多影

足的燃炸视效，带给观众 最爽最淋漓的视觉

评人、媒体盛赞为“今夏最有趣、最闪亮的

冲击。而“肌肉猛男”霍布斯和
“绅士硬汉”肖

作品”。作为“速激”系列的突破性尝试，片

飞机的大招，各种酷炫漂移和飞 车回

相爱相杀欢乐互怼，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也

中紧张刺激的萨摩亚一役、从高耸入云的

旋在 ＩＭＡＸ 高清高亮的大银幕和 拥有

成为 ＩＭＡＸ 影厅内的一大快乐源泉，为速度

摩天大楼外速降猛追敌人、更有徒手 ｄｅｎ

不折不扣的穿透力量的 ＩＭＡＸ 音响的

与激情系列注入全新血液。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
嘉兴首家电影博物馆主题影城
８月２９日－９月４日
【影城介绍】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位于
嘉兴市文昌西路新文化广场，是隶属于嘉
兴电 影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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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热映】
３Ｄ 影片：
《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２Ｄ 影片：
《徒手攀岩》
《检查方的罪人》
《花椒
之味》
《冷血追击》
【即将上映】
《诛仙》
《罗小黑战记》
《吹哨人》
《决胜时
刻》
【优惠活动】
音会员线上购票开启 ：
关注影城
微信服务号（账号：新文化电影
博物馆影城）绑定会员卡，支持
会员线上会员价购票。
音优 惠 早 知 道：订阅影城微信
（嘉兴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
影城活动、免费送票早知道。
音票务热线：０５７３－８３６８８８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