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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

天津大剧院将演绎“德奥经典”

《傲娇与偏见》开启超前看片

■ 本报记者 朱燕

日前，爆笑喜剧《傲娇与偏见》天津
百丽宫影城举办超前点映活动，影片结束
后， 大家一致盛赞影片魔性十足全程爆
笑，片中同居室友互怼生爱的设定更让人
有了“想恋爱”的冲动。
电影《傲娇与偏见》由知名导演李海
蜀、黄彦威共同执导，新生代人气小花旦迪
丽热巴搭档人气小生张云龙、高伟光主演，
讲述了北漂网络写手唐楠楠阴差阳错捡到
“落魄富二代”朱侯后，又在机缘巧合下被
“暖心高富帅”萧见君一见钟情的故事。 片
中唐楠楠脑洞 “小鲜肉的 N 种吃法”、贱
萌朱侯与唐楠楠同居大战等情节， 更是惹
得现场观众爆笑连连。 为了让影片增加更
多“笑果”，导演李海蜀、黄彦威还别出心
裁地在电影中加入动作和奇幻元素， 张云
龙在接受采访时曾犀利吐槽：“导演将一
部都市爱情轻喜剧拍成了一部都市玄幻武
侠剧。 ”片中“奇葩室友变男友”的故事也
让不少观众找到了久违的恋爱感动。 一位
观众在观影后称， 奇葩室友的设定与现代
年轻人的生活非常贴切，观看过程中“全
程代入自身和周围人”。
据悉，这部影片将于 4 月 21 日欢闹上映。

4月 21 日， 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五重奏
音乐会奏响天津大剧院，演绎门德尔松、贝
多芬与勃拉姆斯的作品， 为津门观众带来
味道纯正的德奥经典。
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是隶属于
中欧最大广播公司、 位于科隆的西德广播
公司的高水平专业交响乐团。 德国科隆西
德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也经常演奏和
录制室内乐。继 2015 年乐团与首席指挥朱
卡·佩卡·萨拉斯特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
绎全套勃拉姆斯交响曲获得巨大成功后，
室内乐团也积极将勃拉姆斯的五重奏及六
重奏作品搬上舞台，并且计划在 Pentatone
唱片录制这些乐曲。

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五重奏的五位成员
均天份过人，在音乐生涯中屡获奖项，是德
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中的佼佼者。 本
次演出的第一小提琴是中国小提琴家吴
晔，她也是西德广播交响乐团首席。她经常
受邀作为首席与许多交响乐团合作， 并与
许多指挥家如库特·马苏尔、 克里斯托夫·
艾森巴赫等同台演出。安德利亚·弗罗里斯
库， 于 2006 年加入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
的第一小提琴声部， 在本次演出中担任第
二小提琴。 托迈克·诺格鲍尔于 2014 年加
入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 他曾与
希马诺夫斯基弦乐四重奏在欧洲、北美、南
美进行巡回演出， 并且在许多德国广播电

台完成了众多唱片的录制。 来自德国南部
的米沙·菲佛尔，以波恩贝多芬交响乐团的
中提琴副首席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音
乐生涯，2015 年成为了德国西德广播交响
乐团的中提琴。大提琴家苏珊娜·爱默勒于
1985 年以大提琴副首席的身份加入西德
广播交响乐团， 此前曾作为独奏家曾获奖
无数。 她曾与当年荣获大奖的“拉芬斯堡
贝多芬三重奏”在全世界巡回演出。
本次赴津演出，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门
德尔松的 e 小调随想曲（选自《六首弦乐
四重奏》）， 贝多芬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
“风暴”； 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二弦乐五
重奏。

敬业！ 先军训两周,再进组拍戏

达康书记演《战狼 2》太拼命
■ 本报记者 朱燕
两周多的时间投入进来。
第一次出演真刀真枪上阵的军人，吴
刚有点紧张，“一个正经八百的军人， 从动
作到拿枪的手法， 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必须
是锋利坚韧的， 这些东西都需要我提前体
验和学习。 ”短短几日，吴刚从一个不会拿
枪的外行， 成为可以熟练单手换弹夹的专
业军人。 他也看了很多视频和文字资料，让
自己更多地了解军人，“这些对我都会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帮我渗透到角色中去。 ”

网友：期待国产“京刚狼”

达康书记加入《战狼 2》了！ 近日吴刚微 弹夹的专业军人， 认真敬业的态度和军人
博发出一组剧照，称：“很开心能和 @ 吴京合 一般的作风，赢得了剧组所有人的尊重。
作《战狼 2》，大家把我们叫做“京刚狼”，猛
达康书记“主动要求军训”
不猛？ ”随后吴京转发，“你问我猛不猛，我告
在拍戏上，吴刚一直都极为认真。 在《人
诉你，您很萌！ ”剧照中吴刚手握长枪作狙击
民的名义》里，为了让达康书记的角色更传
状， 与吴京战火中并肩作战， 硬汉组成的新
神，吴刚在网上收集了很多领导开会的视频，
CP 一亮相就引网友围观，大呼又猛又萌。
“水杯不离身”的细节就是他的点子。《战狼
首次挑战军事动作戏，吴刚压力不小，
2》中，吴刚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军人，主动
开拍前，单独拿出两周的时间投入集训，学
要求参加军训。 “本来没奢望吴刚老师参加
习动作和武器的使用。 “魔鬼式训练”让吴
的，担心强度太大他身体受不了”，吴京说。
刚曾腰部以下全麻，却也在短短时间内，从 让他意外的是，吴刚一知道拍摄前有集训，主
一个不会拿枪的外行， 到可以熟练单手换 动提出来要参与，还推掉其他工作，专门腾出

这一次拍摄军事动作戏，用吴刚的话来
说，每个镜头都是拼出来。 以前以文戏居多，
突然开始剧烈运动， 刚开始的时候腰以下全
都是麻的，有时候百米冲刺，导致肌肉拉伸过
猛，腿上肌肉能剧痛好几天，每次起身都要被
助手拉起来，然后咬牙接着拍。 腿好之后，吴
刚开始上半身体能训练，练习剪刀腿，和其他
专业动作演员一起上蹿下跳。 提起吴刚遭受
的魔鬼式训练，吴京既心疼又敬佩，总觉得这
个老戏骨不是来拍戏的，是来拼命的。吴刚自
己倒是不在意，坦言，“其实你要挑战自己的
时候，是义无反顾的，我希望电影拍完后，我
可以拍着心脏说我尽力了。 ”
之前，有网友总结：吴京 + 吴刚 + 战
狼 = 京刚狼，网友纷纷点赞留言，期待国产
京刚狼的表现， 据悉电影将于今年暑假 7
月 28 日公映。

电影《金蝉脱壳 2》杀青
史泰龙黄晓明加盟共谱传奇
由 EFO 影业和狮鼠影业联合出品的好
莱坞高智商动作巨制电影 《金蝉脱壳 2》日
前已在北美杀青。续集中，不仅有系列灵魂人
物国际动作巨星史泰龙的重磅回归，《银河
护卫队》中饰演力量型“毁灭者”戴夫·巴蒂
斯塔的加盟，更有中国实力演员黄晓明最新
加入硬汉群雄阵营，在电影中与史泰龙精彩
对戏，共谱这段豪杰传奇。 电影《金蝉脱壳
2》由中美双方合资出品，原班黄金制作团队
保驾护航，期待与广大观众见面。
作为内地当红演员，黄晓明此前演绎的
颇多硬汉角色都深入人心，此番加盟这部好
莱坞动作大片，将与史泰龙上演“动手又动
口”的有爱互动，好戏不断。 日前史泰龙在社
交平台上晒两人搞怪合影，对黄晓明“点赞
不断”，称赞他是非常有才华的演员，两人一
起度过了快乐的工作时光， 更赞其硬汉力
MAX！ 黄晓明则笑称去美国认了个师父，两

人间的趣味互动让影迷对双方的精彩对戏颇
为期待。 而他们将携手在影片中上演一幕怎
样错综复杂的烧脑剧情，在张弛中诠释出复
杂的人物关系，更是令观众好奇心爆棚。这场
中西合璧的动作大戏，定会在东西方武学之
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将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
与变幻莫测的西式格斗之间的较量展现得淋
漓尽致，打造一个剧情升级制作升级看点频
出的优质作品，续写前作的经典传奇。
2013 年，国际传奇动作巨星双雄史泰
龙和施瓦辛格强强联手打造了电影《金蝉
脱壳》， 两位硬汉双雄的合体更是引爆了
一场全民情怀。 国内上映后， 票房不断飘
红，口碑持续高涨，最终取得了 2.54 亿的
票房佳绩。 时隔四年后，系列续作《金蝉脱
壳 2》再度启航，灵魂人物好莱坞动作巨星
史泰龙重磅回归， 重出江湖出演运筹帷幄
高智商的越狱专家， 携手黄晓明和巴蒂斯

■ 本报记者 朱燕

LUXE+杜比全景声影厅
全新亮相津城
■ 本报记者 朱燕
日前。 天津首块 LUXE+ 杜比全景声
巨幕影厅落户天津红星太平洋影城。
LUXE是 RealD 推出的一个优质巨幕
品牌，所配备的各项设备均按照行业最高
标准打造，其中精准白幕技术呈现更均匀
的亮度，其更好的反射率，又能带来 40%
的额外光亮；2 台高亮的 RealD 双机 3D
系统同时放射四道光束，其光效是其他双
机 3D 系统的两倍光效， 旨在带给观众高
清高亮的 3D 与 2D 视觉体验。 LUXE 对银
幕的宽度、放映亮度与声音都有明确的要
求，LUXE 设定 2D 亮度必须达到 14FL，
3D 亮度达到 6FL， 观众在观看 3D 电影
时， 也不会产生视疲劳。 在声音方面，
LUXE 的最低要求是 7.1 或更高规格的立
体音响系统， 而北京红星太平洋影城的
LUXE 巨幕厅配备的是 13.1 声道的 DTSX
临境音技术，更好的营造整体视与听的高
质量体验。

原创歌剧《永乐》
即将亮相天津大剧院
■ 本报记者 朱燕

■ 本报记者 朱燕

塔等众多资深动作演员，再创佳作神话。 此
外， 还有系列前作黄金制作团队原班人马
的齐齐回归，为电影的品质保驾护航，相信
势必将掀起一场新的“烧脑越狱”热潮。

一段大明王朝文治武功、波澜壮阔的
史诗画卷，一曲修纂《永乐大典》、郑和下
西洋的岁月传奇，一出悬剑禁城、扑朔迷
离、惊心动魄的宫廷争斗……4 月 24 日至
27日，大型原创歌剧《永乐》将在天津大
剧院连演四天。歌剧《永乐》取材于明朝永
乐年间修撰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永乐大
典》过程中的一段故事，以说书形式串联，
讲述了大明天下既定， 永乐帝朱棣力图以
文治延续太平盛世， 一面下诏广集天下诗
书典籍， 责肱骨才臣谢缙主持编纂旷世大
典传之后世， 一面遣内宫监太监郑和率船
队远下西洋， 藉炫耀国力之机暗中追踪传
已南逃出海的建文帝。 与伟大壮举施行之
同时， 扑朔迷离的宫廷争斗演绎了一幕幕
人间悲喜剧。
该剧创作阵容强大，汇聚众多名家，叶
小纲作曲， 陈钦智编剧， 刘元声任舞美设
计，易立明任灯光设计，更特邀意大利卡塔
尼亚爱乐乐团担纲伴奏。用精妙的剧情，恢
弘的音乐，再现永乐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