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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奇葩朵朵》定档4月4日
扬州余燕本色出演摔跤手

播报

周日，
聆听钢琴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本报共同主
(

《奇葩朵朵》宣布定档
演绎校园青春喜剧

扬剧艺术进校园

校园青春喜剧《奇葩朵朵》宣布定 媛社，也因此与想要挖掘劲爆素材而隐
档，并同时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记者 藏身份的朱珠(马思纯 饰)相遇。在共同
注意到，影片定档海报应景地采用了轻 经历各种“奇葩盛事”后，两人逐
松搞怪风格，三位主角秒变“奇葩表情 渐从“冤家路窄”到“爱
包”，造型动作对比强烈，凸显“疯闹”。 意萌动”，展现“学霸
而最新的定档预告则以电影中的爱情、 与学渣”间奇特的引
友情线分别展开，在欢闹又真实的校园 力。与此同时，其他成
生活中增添奇葩色彩。
员也在这个过程中
电影讲述的是天才理工男黄剑(张 得到各自的成长。
若昀 饰)与品学兼优的富二代许子聪
值得一提的是，
(李现 饰)为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知名 这是张若昀首演喜
物理学教授招录的名额，而成为明争暗 剧，而张若昀和李现
斗的竞争对手。黄剑为达到对社团经验 则在片中制造无数
的要求，不得不选择加入奇葩各异的淑 笑料萌点。

余燕与张若昀

感到非常 部受伤于2008年退役。
自 卑 ，于 “《奇葩朵朵》对我来说就是
是报名参 本色出演。”看到剧本时，余燕的
加淑媛社 感触非常深。也曾因为身材和长
想改变自 相而感到自卑的余燕恍惚间觉
己，励志 得杜小优就是自己。不断地追求
要 变 美 变 自 却也不断地受到挫折。好在有家
信。”余燕告诉 人朋友一路的陪伴和帮助，才让
记者，她本人 这个可爱的胖女孩调整过来，能
余燕与马思纯 曾是扬州市体育运
扬州余燕本色出演
够乐观积极地正确看待自己。
成马思纯片中闺蜜
余燕透露，在片中，马思纯
动学校摔跤队的队
员，在2002年获得江苏省女子 饰演的朱珠为了想要挖掘劲爆
影片中除了张若昀与马思纯这一
曾因参加相亲栏目《非诚勿扰》而 摔跤66公斤级比赛冠军，2003 素材而隐藏身份混进淑媛社，慢
条爱情主线，还有一段充满欢声笑语 被大家关注的扬州胖女孩余燕，此番在 年获得江苏省女子摔跤72公斤 慢与同在社团里的杜小优、李霄
的友情，那就是由马思纯、余燕、李霄 《奇葩朵朵》中出演杜小优。“杜小优是 级比赛冠军。后来被教练送去 云饰演的李思等成为好姐妹。
记者 车林
云、陈芋米组成的闺蜜团。
一名摔跤运动员，因为自己的肥胖身材 济南市体校摔跤队进修，因腿

《六扇门》：江湖传奇

六扇门 》海报

《六扇门》正在江苏综艺频 中，锦衣卫和东厂屡见不鲜，但 手迪丽热巴，浪漫演绎一段江
道热播，由林■、迪丽热巴、方 这是正式以“六扇门”为故事背 湖传奇，两人的全新组合也被
中信、孙耀琦等主演。
景的电视剧。其唯美的武侠风 网友热议为“■丽出鞘”，颇受
以“六扇门”为故事背景， 和精彩的剧情设置开播伊始便 关注。迪丽热巴凭借《古剑奇
掀起一场金戈铁马的江湖武林 赢得了关注。
谭》等作品为观众所熟知，她活
风波。据悉，电视剧《六扇门》以 《六扇门》同样有着夯实的 泼、率真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
京城一桩杀人案的蛛丝马迹为 剧本创作，精准的古装剧定位， 迪丽热巴笑称，“以前就很喜欢
线索，讲述了六扇门捕头智博 在服装、道具、场景上全面升 林■在TVB的诸多经典演绎，
奸佞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在 级，力求带给观众更高规格的 所以这次能够与偶像亲密合
以明代为故事背景的影视作品 视觉盛宴。林■在《六扇门》携 作，特别开心！也十分紧张！”

《红海行动》一路火爆
上映至4月15日

书写中国海军的《红海行动》， 家，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生活在中
以真实、丰满的故事和磅礴的气势 国，我很安心。”
“无论你身处何方，
为人称道。一直坚持实景拍摄的林超 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背后保护
贤导演此次拒绝棚拍，为了拍出戈壁 着你。”对于电影中所传递出的爱国
中的坦克大战和城市里的爆炸，在高 主义，导演林超贤表示：“这是一种
山和沙漠地区一拍就是四个多月。真 很真实的感觉。我在军港参观了很
刀真枪、热血却又注重细节的动作场 多军营，看到了男男女女很多年轻
面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的特种兵在军营里面训练。我觉得
而另一方面，影片包裹着大国 现在的解放军，就比如说海军吧，是
情怀，展现了强国实力，让人看完正 非常有气魄的。我到军舰看到的所
能量满满：“我们的背后有强大的国 有的东西，确实非常先进。”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作为扬州的本土
艺术，扬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今年，扬
剧将启动进校园计划，让更多的学生，能
够认知扬剧艺术。
在扬剧研究所排练厅内，演员们在一
丝不苟地排练着。扬剧研究所所长李政成
介绍，因为在学校里演出，舞台基本上达
不到正规剧场的要求，所以这次进校园的
《不破之城》，将是精华版。在时间和场地
上都有所浓缩。但是，剧中精华的部分，还
是能够完整呈现，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最
纯正的扬剧魅力。

《南方有乔木》
3月25日登陆荧屏
江苏卫视日前联合大报恩寺、亿航白鹭

传媒科技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
以“科技照亮金陵”为主题的无人机灯光秀。
以无人机为行业背景，讲述了家境优渥
的无人机研创女南乔与天之骄子时樾的都
市情感剧《南方有乔木》将于3月25日在江
苏卫视播出。
此次无人机表演是南京的首次无人机灯
光秀，活动中400台无人机在空中做出各种高
难度排列组合形式，并展现多样文字图片，在
南京的天幕中熠熠生辉。
除了现场版的无人机表演，全国观众也
将于3月25日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再睹无人
机的风采，以无人机为行业背景，讲述出身世
家的高冷宅女南乔邂逅神秘背景的时樾的情
感故事的都市情感剧《南方有乔木》，会让观
众了解更多关于无人机的奥秘。《南方有乔
木》在轻科创业的大背景下，融入爱情、无人
机等多重元素，还原了新时代年轻人在轻科
技领域的创业故事。

北美周末票房榜
《黑豹》连续四周领跑
新华社电 由迪士尼公司发行、漫威影业出

截至12日19时，后劲凶猛的 登春节档票房冠军。据悉，《红海行
《红海行动》累计票房33.5亿元。目 动》密钥已确认延期至4月15日。
前总票房已超越《唐人街探案2》荣

为啥受欢迎？
磅礴气势，大国情怀为人称道

)

办的扬州市音乐厅2018“欧美音乐
汇”本周日晚将上演比利时钢琴家尼
古拉斯·肯德独奏音乐会。对于学习
钢琴的孩子和家长来说，更是一次难
得的学习机会。演出现场将上演诸多
名曲。即日起，关注微信公众号“扬州
微剧透”(搜索微信号：yzwbdy)，发送
“音乐会+姓名+年龄+职业+联系方
式”给该微信公众号小编，您将有机
会获得免费门票。额满即止。

昨天，由张若昀、马思纯、李现联 在片中，扬州姑娘余燕本色出演一位摔
袂主演的校园爱情喜剧《奇葩朵朵》正 跤运动员，与马思纯饰演的记者朱珠是
式宣布定档2018年4月4日全国上映。 好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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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 》海报

增添不少泪点。而电影的火爆， 孩“李懂”如何成长为军中的顶
也使几位主角再度火了一把，未 尖狙击手，扎实的表演获得好
来的工作动态也备受影迷关注。 评，接下来他将挑战话剧舞台，
队长张译就在微博上发文 在即将于四月上演的最新话剧
祝贺《红海行动》票房大卖，还顺 中出演哈姆雷特。黄景瑜则表示
带宣传了自己的新电影《刀尖》； 未来一年应该都是在拍戏。
该片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由高
群书执导，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一
段惊心动魄的特工故事。
饰演副队长的杜江在片中
一改往日卖萌形象，以一身健硕
是否拍续集？
肌肉的硬汉形象实现突破，接下
来他将加盟陈可辛监制、岩井俊
林超贤：要有基础点才行
二编剧的新片《之华》，与周迅、
票房口碑双丰收，也让不少人 基础点，才可以考虑下一步如何 秦昊等实力派合作。
猜测导演林超贤是否会趁热打铁拍 走。”
此外，片中一对帅气狙击手
续集？对此，林超贤表示没有续集， 除了故事之外，蛟龙突击队队 组合——
—黄景瑜、尹■也攀上事
“其实我比较少去想这种续集。每一 员在片中也被刻画得有血有肉。队 业新高峰。去年主演了戛纳电影
部影片要有一个基础的点才可以让 员的默契作战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节入围影片《路过未来》的尹■，
《 黑豹 》 海报
它再加工。只有提供了新的事件和 队员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也为影片 在片中演绎出羞涩的低气压男

品的超级英雄电影《黑豹》周末三天入账4113万
美元，连续第四周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由瑞恩·库格勒导演、查德维克·博斯曼等主
演的《黑豹》自上映以来在北美吸金超过5.62亿美
元，全球票房总收入达到10.78亿美元。该片是迪士
尼公司发行的第16部全球票房总收入突破10亿美
元的影片，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中第5部超过10
亿美元票房的影片。该片在北美赢得了普遍赞誉，被
认为是好莱坞电影迈向多元化主题的里程碑之作。
北美周末票房榜排名第二的奇幻电影《时间
的皱纹》同样由迪士尼发行，周末三天入账3331万
美元。该片改编自1962年的同名经典奇幻小说，拍摄
成本高达1亿美元。影片由女导演阿娃·杜威内
执导、15岁的女演员斯托姆·里德担当主角，讲
述女主人公在寻找失踪父亲的过程中踏上
了一段奇幻旅程。
排名第三的是阿维龙影业发行的恐
怖片《陌生人2》，周末三天入账1048万美
元。影片讲述一家人在旅行中遭到变态
杀人狂的追杀后奋力求生的故事。
排名第四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
行的惊悚片《红雀》，周末三天入账815万
美元。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行的犯罪悬
疑片《游戏之夜》周末三天入账790万美
元，位居票房榜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