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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二届市民文化艺术节
绽放精彩助力全运
■ 本报记者 朱燕

天津市第二届市民文化艺术节由天津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主办， 天津市群众艺术
馆与各区文化广播电视局 （文化和旅游
局）共同承办，以“全民迎全运 文化惠万
家”为主题，活动贯穿全年，共包括迎全运
文化系列活动、京津冀及区域文化交流、公
共文化品牌活动、 全民阅读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展示五大板块四十项市级活动。
自今年启动以来，主办方精心组织，每个版
块持续发力，各项活动开展如火如荼，预计
参与群众将突破百万余人。 据悉，活动既有
面向中老年人和普通群众的天津市“中塘
杯”中老年歌手展演、天津市首届中老年
模特秀、天津市优秀民营剧团展演、第二十
六届“东丽杯”梁斌小说评奖、凡人网络圆
梦系列活动，“非遗与生活” 新作品展，也
有面向青少年的第六届“和平杯”京剧小
票友邀请赛、天津市第二届少儿舞蹈大赛、
“滨海杯” 评剧新苗交流展演活动、2017
“梦想家” 京津冀青年戏剧节、“梦想家”
大学生音乐节、2017 “留下青春声音”青 动影响力的同时，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少年）留声计划、“你好天真”天津市第 让更广泛的公众领略群众文化的风采。
二是首届“梦想家”动漫周，依托于
二届少儿创意美术系列活动 ; 既有高大上
的器乐赛事天津市首届弹歌大赛、 天津市 “梦想家” 品牌及数字群艺馆的尖端科技
第三届西洋乐器大赛， 也有区域文化交流 力量，面向本市及周边地区的“二次元”、
品牌文艺赛事“都市风采”京津沪渝四直 “御宅族”、“电竞达人”以及动漫爱好者,
辖市暨天津市第五届主持人大赛等， 使广 以 cosplay 为主打，融入宅舞、电竞大赛等
大市民在参与的过程中， 凝聚又好又快发 流行元素，通过举办 cosplay 展演、动漫秀
场、电子竞技大赛等系列活动，网罗本市最
展的精神合力。
为顶尖的青年电竞玩家，演绎经典动漫，再
重点推介以下四个活动：
一是文化部全国文化发展中心 “百姓 现催泪场景，尽力培育 Tianjin Joy 品牌。 进
大舞台”地方文化资源采集直录播项目，将 一步吸引青年公众对群艺馆的关注。
三是“圆梦·衍声界”——
—天津首届有
直播、录播等数字化形式与群众文化演出相
结合， 通过中国文化网络电视进行传播，拟 声艺术汇暨“你说我听·全城争声”衍声大
选取天津开展 6 场演出、 包括迎全运·梦想 赛， 旨在选拔天津乃至全国有声艺术的优
家青年音乐会、 管弦丝竹知多少·青年新民 秀人才，搭建独具特色公益有声平台，本次
乐演奏会、津味相声大会、京津评书会、温暖 大赛将划分少儿组、 成年组利用朗诵、演
冬季·梦想家青年音乐会、 二次元时代· 讲、播讲有声故事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选
Cosplay 专场演出，提升现有本群文品牌活 手声音特长， 大赛还将设置网络赛区进行

海选， 在全国范围内挖掘线上 “主播网
红”， 全方位对有声艺术的认知与了解，增
强有声艺术教育和普及度。
四是“圆梦·舞台”——
—天津市首届网
络歌手草根新星大赛，将为“梦想”开唱，
开启全民歌唱明星时代，实现从“草根爱好
者”到“舞台歌手”的梦想。 本次活动将从
9 月正式启动至年底， 选手无参赛年龄限
制，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选拔方式，专
设网络海选，选手可通过“唱吧”APP，参
与规定歌曲的演唱， 最终专家评委从所有
报名者中选出优秀选手， 进入复赛和决赛
的比拼， 所有参赛选手将有机会同聚跨年
夜登台献唱。
据悉， 市民艺术节各项活动均在稳步
有序开展， 将以全面展示本市文化建设的
发展成果， 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天津市群众
艺术馆（市民文化艺术节）服务号，更加便
捷、及时掌握各类活动资讯发布。

■ 本报记者 朱燕

由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小绿魔”
戴恩·德哈恩、维密超模卡拉·迪瓦伊、流行天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作为 2017 年
最值得期待的科幻巨制大片， 一直以来备
受瞩目。 影片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点映活动
消息发布后， 便迅速吸引了各地专业影评
人的关注，上座率更是场场爆满。 不少业内
专业人士在观影后好评连连：“特效世界顶
级， 歌剧式配乐风格渲染的影片更加气势
恢弘”、“琳琅满目的外星物种汇聚在大屏
幕上，简直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更有
知名影评人褒赞：“蕾哈娜的跳舞镜头简直
可以奉为永恒经典”。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作为科幻豪华
巨制， 仅仅制作成本便豪掷 2.1 亿美金，由
三大国际顶级特效制作团队协同完成。 曾制
作过《阿凡达》的维塔数码、《星球大战》的
工业光魔和《权力的游戏》的 Rodeo FX 贡

■ 本报记者 朱燕

新国民喜剧电影 《十万个冷笑话 2》
自开启全国限时点映以来， 收获了无数好
评。“笑点密集”、“超级有梗”等评论均为
观众反馈的高频词汇。 更有观众赞其是今
年最好笑的电影。
作为一部脑洞大开， 包含无数个梗的
动画喜剧电影，《十万个冷笑话 2》无厘头、
恶搞的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 点映期间，电
影收获了众多好评，猫眼评分也已高达 9.1
分， 其中密集的笑点和梗令无数观众交口
称赞。 有观众表示，“脑洞很大，有创造力，
从头到尾的梗，从梗里来到梗里去，密集的
植入了网络流行文化， 在这个炎炎夏日本
片可以让人开心大笑，完全放松”。 还有观
众对电影的剧情印象深刻， 称赞电影剧情
很赞，是一部国产良心动画。 这些观影感受
足见观众对影片的认可和喜爱。

■ 本报记者 朱燕

顶配视效助推暑期最后疯狂

超前点映获满堂喝彩
科幻狂欢强势圈粉

《十万个冷笑话 2》口碑获赞

《蜘蛛侠：英雄归来》
发布“钢铁蜘蛛服”特辑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超前点映

后蕾哈娜、 中国超人气偶像吴亦凡等全球知
名影星联袂出演的科幻、冒险电影《星际特
工：千星之城》于近日在天津金逸影城举办
了超前点映活动。 据悉，影片将于 8 月 25 日
全国公映，带领观众开启探索神秘未知宇宙。

乐活

献出影史上的首次三强联手， 合力创造出
2700 多个特效镜头，比当年的《阿凡达》还
多 700 个特效镜头，以最顶级的技术打造出
这部暑期档末最强的科幻超级大片。

天马行空创璀璨星城
脑洞大开成合家欢首选
“千星之城” 作为影片想象力展现的
关键，已被高水准的特效烘托到极致。 影片
中包含 3236 个外星种族、5000 种通用语
言、2000 万太空居民、长达千年的编年史，
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幻宇宙。 曾有国
外知名媒体发声：“创造外星生物从来都是
艰难而昂贵的，像《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这样一口气打造全宇宙的外星种族， 绝对
是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影片除了被观众
津津乐道的视效感官冲击外， 以韦勒瑞恩
和洛瑞琳为主角的时空特工为拯救星际命
运，表现出的维护和平、伸张正义、和谐共
处的主题。 此外上千种外星人共存共融，构
筑了 700 年后未来时空的星际大都会——
—
千星之城， 更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全新庞大
的宇宙体系， 通过想象力与特效技术的结
合，将创作得以完美呈现于大银幕。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和漫威影业
联合出品的好莱坞科幻冒险动作巨制《蜘
蛛侠：英雄归来》近日发布一支“钢铁蜘蛛
服”特辑。 影片主演“小蜘蛛”汤姆·赫兰
德及“酷拽女同学”赞达亚一同亮相，为大
家详细介绍了新片中的蜘蛛侠战服拥有的
多项升级的酷炫新技能。 讲解之余，小蜘蛛
还在视频中亲自传授如何给蛛丝弹再次上
膛、 如何用正确手势启动蛛丝发射器等常
用技能。 据悉，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将
于 9 月 8 日以 3D、IMAX3D、中国巨幕 3D
制式登陆全国院线。
在新近发布的“钢铁蜘蛛服”特辑中，
蛛丝弹及弹液装载器、斯塔克装备箱、滑翔
网翼、蛛丝发射器这些新片中的升级版战服
配套装备逐一亮相。荷兰弟不仅耐心为大家
讲解了每样装备隐藏的酷炫功能，还亲身上
阵，为赞达亚及广大影迷示范如何用正确的
手势“解锁”小蜘蛛的招牌喷丝技能。 “首
先把手掌摊平， 然后弯曲中指跟无名指，并
用这两根手指按下蛛丝发射器按钮。需要注
意的是，你得小心手指不要挡住发射器的喷
射口，不然蛛丝就会缠住自己的手”。
除了此番发布的装备详解视频中提及
的多项战衣黑科技外，据了解，在电影《蜘
蛛侠：英雄归来》中，分叉网、电击网、榴弹
网等多种全新蛛网发射组合及远程监听、
高空迫降、 分体无人机等多个升级战衣内
置模式均将惊艳呈现。

《会痛的十七岁》曝先导预告
徐娇胡夏带你“重返十七岁”
■ 本报记者 朱燕
由彭发执导，徐娇、胡夏、鲁诺领衔主
演，蔡卓妍、王力宏友情出演的电影《会痛
的十七岁》，日前曝光先导海报和预告，并
宣布将于 9 月 15 日全国上映。 海报中，徐
娇和胡夏打破次元壁，在校园里牵手亮相，
身后二次元与三次元交织的世界， 凸显影
片与众不同的青春气质。
预告片开头， 徐娇从二次元穿越到三
次元的世界中， 糟糕的成绩让老师十分头
疼，在学霸胡夏的帮助下，两人的友谊不断
加深，更在过程中渐生情愫，但随着质疑和
压力纷至沓来， 暧昧懵懂的情感将何去何
从？ 此外，王力宏末尾的惊喜出现也成为一
大看点，他和这群 17 岁高中生之间又会发
生哪些故事？ 一同发布的先导海报神秘气
息十足，在扭曲的时空维度中，二次元和三
次元的世界相互交织， 徐娇和胡夏携手打
破次元壁，“趁着青春可劲躁”的标语和校
园、自行车、书本等青春元素相呼应，传递
出影片独有的青春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