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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墨多多谜境冒险》

柳岩“现实”出演老板娘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

昨天，青少年冒险奇幻电影
《查理九世》（《墨多多谜境冒
险》）在北京举行“墨多多谜
境冒险”发布会，导演王竞、
原著作者雷欧幻像率领一众
00后亮相，包括王莫玺杨等
四位小演员，以及电影主题
曲演唱者、“ 偶像练习生”人
气选手钱正昊。而秦昊和柳
岩则作为“绿叶”为孩子们热
情站台。
《查理九世》改编自超级畅
销童书《查理九世》，该书被称
为“00后人手一本”的超级 IP。
王竞表示，电影在改编时没有
选择 27本原著中的任何一本，

而是在雷欧幻像的认可下，保 由秦昊和柳岩扮演，两人昨天
留《查理九世》原有风格，重新 自比“黄叶”和“绿叶”。在片中
编写故事。他同时指出，青少年 饰演老板娘的柳岩称自己之
冒险题材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 前并不知道《查理九世》，因为
上缺失，而幻想、冒险、悬疑是 11岁的小侄子喜欢，所以她
不管孩子还是大人都感兴趣的 “很现实”地接演了这部作品。
事情，每个成年人心里也都有 片中饰演墨爸的秦昊称自己
一颗冒险的种子。这次的故事 做了父亲终于知道为什么好
不仅小孩子喜欢，家长也会感 莱坞很多大腕都爱给动画片
兴趣。虽然特效多，但辗转三地 配音了，“ 这是一部值得我冒
实景拍摄，历时 100天，最高在 险的作品，将来孩子看到这部
海拔 3000米的地方，昼夜温差 电影时会认出我来，我也希望
15度。墨多多拍奔跑的戏，跑 成为女儿心中的英雄。”昨天，
着跑着就晕倒了。在这种环境 主创团队正式宣布影片改名
中成人都有困难，但孩子们都 为《墨多多谜境冒险》，该片将
于 7月 13日上映。
做到了。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片中的两位成人角色分别

《伊阿索密码》

梁静 表演完全靠想象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琳）
未来世界里，林子琪（梁静饰）、
由梁静联手赵立新、李兰迪主 姚先远（赵立新饰）带着患绝症
演的惊悚悬疑电影《伊阿索密 的姐姐羽琪（李兰迪饰）等人前
码》将于 6月 22日公映，前天 往北极基地寻找最后一丝希望
该片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记者 的惊险之旅。
会，梁静和赵立新现场展开一
发布会现场，导演管虎作为
番“吐槽”，称他们出演该片全 “家属”亮相，他称主创们胆子很
大，虽然投资并不大，但他们搭
靠想象。
《伊阿索密码》由李伟、张 了 8个大棚完成拍摄。该片的制
楠共同执导，他们将其定位为 片人王东辉曾担任过《绣春刀》
一部以黑白底色为主的赛博朋 的制片人，他现场透露，他们前
克风格的电影，有惊悚、有科 期筹备 8个月，“每个镜头怎么
幻、有怪兽，是国内电影市场上 拍都画好了，45天就拍完了。精
一次全新的尝试。故事讲述了 打细算是可以做到的。”而“精打

细算”的拍摄方式也被梁静和赵
立新不约而同地展开“吐槽”。
“上来第一场戏，我和赵立新在
办公室对峙，除了几根柱子，全
是绿布，代入感很差，两个人光
秃秃在绿布里演。现在觉得学到
了很多、激发了很多，但当时真
的很难，没有任何支撑点。”赵立
新则笑称自己“被欺骗”，“原来
说去北极拍，后来是去棚里看绿
布，一切都要在头脑中开拓想象
力，现场说的最多的话是，你想
一下这就是北极。”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让我怎么相信你》 梁天 我给导演 80 分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琳）

众星齐聚为梁青儿和梁小凉导演处女作助阵。

由梁左之女梁青
儿、梁天之女梁小凉共
同执导，梁天主演的温
情治愈系公路电影《让
我怎么相信你》将于 6月
17日、18日两日点映、8月
上映。在大前天的定档发布会现
场，姜昆、陈佩斯、朱时茂、马未
都、宋丹丹、张国立、蔡明、吴刚、
刘佩琦等人到场为该片助阵。
《让我怎么相信你》讲述关
系隔阂的父女通过一场意外之
旅，一同成长并修补关系的故

北京隆祥在线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北京兴华京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18年 6月 21日 10时至 6月 22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拍卖网 机动车拍卖会（第十二期）拍卖公告
络平台（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现状公开拍卖，淘宝网竞价公告日 我公司将于2018年6月 22
期为 2018年 6月 14日，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日 9：00在 中 拍 平 台（https：
一、拍卖标的物：北京市通州台湖建筑公司债权项目。
ai.caa123.org.cn） 公开拍
二、标的咨询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正式拍卖前一日（请事先与本公司联系），竞买人在向委 //paim
托方出具《保密承诺函》的前提下可向本公司查询拍卖债权的权属文件（复印件）。
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三、参与竞买手续：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
一、拍卖标的：大众朗逸、桑
需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塔纳、金杯等机动车（详见拍品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目录）。
二、 报名及预展时间：6月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19日至6月21日
08：30-16：00
该资产。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参与竞买人未开设淘宝账户，可委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竞买 三、预展地点： 怀柔区庙城
成功后，竞买人（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镇庙城村北京农升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院内
竞买人需按提示进行交纳竞拍保证金等操作。
四、 报名登记地点： 怀柔区
四、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持相关资料证明文件到本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并按规定交
纳拍卖价款及拍卖佣金。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通过淘宝网（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阅 金台园甲56号楼3层315室
五、保证金缴纳方式： 竞买
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保证金每辆车一万元人民币。
联系人及电话：孟先生 1360115155901083536516
906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原里 21号楼亚泰中心 A
咨询电话：010-69647156广告

事。发布会当天到场的众位叔
伯前辈对梁家后辈给予了充分
肯定。张国立称“梁天宝刀未老，
可以看出女儿在生活中对他有
多不满。这两个小孩的导演功
底看似稚嫩，但不浮华、真诚且
富有情怀，而最后的温暖结局让
人感动”。宋丹丹含泪哽咽称“被
感动到了，我本人和梁家有很深
的渊源，今天百感交集，看得出
来这是两个渴望父爱、渴望关
注的孩子心中真实的想法。当
看到影片最后梁左、梁天搂着
女儿的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
相信梁左在天堂会很欣慰”。姜
昆则表示“梁氏家族后继有人，
把接力棒接上了”。
作为该片的主演，同时也是
梁家的家长，梁天不遗余力地推
广梁青儿和梁小凉的作品，“这
部片子前后花了 3年时间，算
是一部中规中矩的质朴的电
影。但我得给俩孩子打 80分，
并且由衷为她们感到骄傲。”梁
青儿表示，这部电影是献给父亲
的一份礼物，
“我也从事了写作，
写剧本是我最热爱的事。”梁小
凉则表示，她们也曾担心是否能
与观众产生共鸣，但现场的掌声
给了她们很大鼓励。

《监狱犬计划》
北京首映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王

由郝蕾携手“驴得水”原
班演员共同主演的电影 《监
狱犬计划》即将于 6月 21日
登陆全国院线。昨天，导演郭
大雷与专职动物拍摄导演郝
帅，携主演刘帅良、裴魁山、
韩彦博和演员大力、阿如那、
杨梓艺、奥斯卡亮相北京的
首映式。
首映现场，导演郭大雷谈
及创作初衷时表示，他的灵
感源自于对社会现状的思
考：“ 每年中国大概有几百万
只流浪犬不受看管、无人领
养。当我看到剧本‘监狱犬计
划’的时候，我意识到拯救这
些生命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
的，不仅是拯救流浪犬，同时
也希望人们能去接纳那些偶
尔犯规的人。”专职动物拍摄
导演郝帅还在现场为大家解
读了“监狱犬计划”，这是一
项源起于国外的社会拯救计
划，旨在让人犬相互救助获
得重生的温暖行动。这个计
划目前在台湾已经有了实
例，所以电影拍摄之前郝帅
也专门去了台湾采访。
主演之一郝蕾，因工作原
因昨天未能来到现场与众主
演们一同分享拍摄回忆。导演
表示，郝蕾很多戏都能一条拍
过，“ 记得有一场在游乐场的
戏，郝蕾老师当时跟大力老师
对戏，两个人把每句台词都发
挥得特别好，在监视器后面看
得我眼泪止不住地流。”裴魁
山则回忆称，郝蕾身上那种真
实和自如和放松，让自己学到
了很多。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