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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截至
#

月
2

日零点!国产

真人动画电影 "捉妖记# 票房达到
+$-$3

亿!

正式超越 "变形金刚
3

$ 的
!2-4#

亿成为内地

票房亚军 ! 仅次于冠军 %速度与激情
4

$

&

+3-+,

亿'( 这也是国产电影首次票房突破

+$

亿大关(

尹鸿教授评价! )"捉妖记$是一部有共享

性价值观*准确定位和成熟执行力的电影!将

华语商业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标杆( +

%捉妖记#自
4

月
!+

日上映至今不断刷

新票房纪录!上映
!+

小时票房破亿! 首日

票房达
!-4!

亿! 创下国产片首周最高票房

纪录
,-"

亿! 上映
#

日票房突破
!$

亿! 上

映
!!

天超越 %泰礮# 成为史上票房最高华

语片 !

#

月
#

日终于在上映
+3

天后 ! 以

+$-$3

亿的票房成绩超越%变形金刚
3

#成为

内地票房亚军(

同时!发行方中影宣布%捉妖记#将延长

放映至
2

月
!,

日! 按照目前该片每日票房

仍保持冠军的节奏! 在接下来的
!

个多月

里!%捉妖记#有可能向%速度与激情
4

#的内

地票房冠军宝座发起冲击(

此外!另一部票房大卖的电影%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 近日也宣布影片下映延期至
2

月
2

日(

制片人江志强透露!%捉妖记#有望在海

外上映!,目前已收到了全球片商的抢购( 我

不那么在意海外价格!希望%捉妖记#能尽可

能地让全球更多的观众看到!因为我们还有

第二部!%捉妖记#一定要让全球都知道中国

也可以拍出很好的电影( +

片方也早有准备地制作了破
+$

亿的庆祝

海报!在朋友圈热转( 海报中!小胡巴划着一

叶小舟畅行在青山绿水之间!,轻舟已过
+$

亿+的标题更是透露出%捉妖记#一路走来轻

松打破各项票房纪录的王者霸气( !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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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一组京东
567

刘强

东和"奶茶妹妹#章泽天现身朝阳

区民政局领取结婚证的照片爆出!

只见两人拿着结婚证合影!一脸幸

福甜笑$

结婚证显示日期为
+$!"

年某

月某日%具体日期被涂抹&$ 京东高

级副总裁徐雷
#

月
#

日在微博转发

'领证(消息的同时!评论道)前一

阶段听说已经领证了!今天看老刘

朋友圈宣布!故搬运了一下($ 有网

友调侃!"以后老刘家孩子用纸尿

裤得有多方便($ !晓春摄影报道"

刘强东和#奶茶妹妹$结婚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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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4

日!刘若英携最

新文字作品%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在北京

与读者见面!分享书中关于结婚生子后的

生活!这本新书在今年
,

月预售时
!"

分钟

销售了
!"$$

本!正式上市后占领网上书店

当当网和京东网的新书排行榜榜首(

,这几年对我来说!变化挺大(+刘若英

开场就说!成为北京媳妇的她很愿意分享

婆媳相处融洽之道-,我来北京前就给婆

婆打电话说想吃她做的糖饼!今天早晨她

给我做了好几个!还给我带了
8$

个回台北

吃( + 刘若英一向不善于谈论自己的生活!

婚后几年都未接受过采访( 在每次演唱会

宣传过程中! 也只把话题集中在工作上!

将婚事孕事轻松带过( 而这次她出新书!

首次将婚后生活和怀孕产子的过程写在

了书里(

从来没有公开过恋爱和感情生活的刘

若英一直以单身的姿态度过了人生的前

3$

年!曾经唱着%一辈子的孤单#的她被大

众看做 ,孤单教主+!

3

年前刘若英突然宣

布结婚! 媒体曾披露新郎是北京人钟小

江!与汪小菲是好友( 今年
!

月底!

3"

岁的

刘若英产下一子!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准备

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以往大家心目中的刘

若英最不可能的恐怕就是结婚生子!而她

本人也认为这是 ,生命中面临的最大挑

战+!不过目前她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

怀孕期间!刘若英行走于台北的弄堂!

访问了好友五月天石头*五月天玛莎*宋冬

野*林奕华*陈绮贞*詹仁雄*卢广仲等几位

好友!写作新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书中

收录刘若英长文自白*与朋友们对白!以及

"8

张精选摄影图片( 刘若英还发布了林夕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同名单曲 %我敢在你怀

里孤独#!把这本书中所写的内容写成一首

歌(

刘若英透露! 自己刻意将夫妻两人的

书房安置在家里最远的对角线! 对于两岁

就开始有自己独立房间的刘若英!,一个人

自己住!有很多事我都是自己慢慢完成!对

我而言!拥有各自独处的空间!可以让相处

走得更长久(事实证明!我们都对这样的安

排感到非常舒服( + 一直提倡孤独的刘若

英结束单身*结婚生子了!尽管她在书中写

婚后也希望能够保持个人的空间! 但独特

的母性却让她彩排演唱会时也将宝宝带在

身边!平时一结束工作就急忙回家看孩子(

,孤独也可以很幸福!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是很重要的(自己幸福了!别人才会幸福(+

刘若英坦言!自己并不擅长与他人相处!尤

其是在一起居住生活! 但她一直在学习!

,不管两个人*三个人!都要珍惜每一种不

同的生活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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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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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电视剧%花千骨#持续

热播! 数度刷新着这个暑期档的电视剧收

视纪录!随着剧情的发展!花千骨头号大敌

霓漫天渐渐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反派角

色( 饰演霓漫天的李纯曾是谋女郎出身!前

后参演过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归来#!%花

千骨#是她首次参演仙侠剧!而霓漫天也是

她第一次饰演反派角色(

%花千骨#中!蓬莱岛主的女儿霓漫天

是长留学院里出了名的仙侠二代! 这也造

就了她女王气场* 爱出风头* 喜欢万众瞩

目*受不得半分委屈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

心高气傲的女子!在花千骨出现后!属于自

己的一切都被抢走! 包括成为白子画的徒

弟( 于是!霓漫天成了这部戏自始至终的大

反派( 饰演霓漫天的李纯坦言!剧情即将进

入到霓漫天亲手将花千骨毁容! 此举必将

令观众愤恨不已! 眼下自己最担心的是太

遭人恨(

本来! 李纯没打算饰演这个与女主角

针锋相对!扛起所有骂名的角色!原本试镜

时面试的是活泼天真的糖宝! 孰料在她随

手拿起霓漫天的台词试了几句之后! 就被

导演组直接敲定!成为霓漫天的不二人选(

拍摄开始之后! 李纯从最初的抵触情绪渐

渐入戏!在一场和赵丽颖的对戏中!霓漫天

要手掐花千骨!需要整个人散发恨意!这让

李纯为难很久!为了不弄痛对方!又能在镜

头里看出手的状态是真的在用力* 真的呈

现出霓漫天扭曲的内心! 她要憋着一股劲

做表情又要控制住手的力道(

随着%花千骨#剧集的进展!剧情也越来

越虐心( 一心想打败花千骨的霓漫天也因为

单纯无脑吃了不少苦! 失去了家人( 现在!

%花千骨#中的几乎全部角色都在收获粉丝!

唯有霓漫天被观众恨极了!招来的是一片骂

声( ,其实我也没有故意耍狠!只是给她的镜

头拍出来就很扭曲!以映衬这个角色扭曲的

心理( 现在看播出版!自己也觉得有一些眼

神确实太狠了!但这也说明!我做到了一个

合格的反派( +李纯开解自己( !金力维"

李纯饰演的霓漫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