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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嘴影评

经过近两年的拍摄制作后!张纪
中版"西游记#终于将在!月底掀开盖
头!加入暑期荧屏大军!剧中不少台
词都颇为$给力%!像孙悟空怒斥如来
$搞裙带关系%! 猪八戒大谈 $厚黑
学%!都是剧中惹人发笑的亮点&

老版'西游记(播出后!曾被不少
网友恶搞!最经典的评价是$有后台的
妖怪都被菩萨收了! 没后台的才被悟
空打死%& 而在张纪中版'西游记#中!

这一评论则被搬上台面! 由孙悟空在
$狮驼国%一集中说了出来)**孙大圣
狮驼岭大败于狮+象+鹏三怪!还以为

师父被妖怪吃了!号啕大哭&经如来的
指点! 才知狮象二魔原是文殊普贤的
座驾! 顿时怒骂,$难怪这些妖怪如此
厉害! 原来都是菩萨们的裙带关系
啊& %如来则气定神闲地回答,$其实!

三魔大鹏与我如来也有些亲属关系&

如果说大鹏与如来之间的关系网
影射了当下社会! 猪八戒与孙悟空+沙
僧大谈$厚黑学%!则更让人喷饭& 有一
集唐僧坚持要自己去讨斋饭! 孙悟空+

沙僧担心安全坚决不同意!圆滑的八戒
一直站在唐僧一边& 等唐僧走远了!猪
八戒开始教育沙僧,$这你就不懂了!不

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跟上头作对&

此外!张纪中版本的'西游记(

中加入了不少人性化的有趣改编&

'女儿国(中!孙悟空调侃唐僧留在
女儿国可以 $阴阳调和%!'盘丝洞(

中! 蜘蛛精女妖之间多了不少女人
间的争风吃醋细节描写& 而新版中
师徒四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尤其是
孙悟空!新版中哭戏不少!几次痛哭
堪比琼瑶大剧!尤其在'狮驼国(中
误以为唐僧被妖怪吃了后! 竟然跑
到佛祖面前放声大哭! 彻底颠覆了
孙大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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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仍把焦点又对准机
器人& 影片中叛变的汽车人前领袖
御天敌利用两派的力量! 搭起天空
桥梁! 企图把塞伯坦星球传送到地
球!吸尽人类的资源!整部第"集剧
情围绕这个核心展开& 在大量铺垫
之后! 导演带领观众行进到最后$%

分钟的大战& 由于"&技术的存在!

'变形金刚"( 这次的特效比前两部
更加震撼! 无论是在眼前快速变身

的变形金刚! 还是飞溅的火花与碎
屑! 亦或是壮观的摩天大楼的倒塌
场景!都相当立体逼真& 这场大战之
后!$狂轰滥炸的机器人群架% 成了
观众的最大印象,从空中到地面!汽
车人与数量众多的霸天虎展开阻击
战!人类与霸天虎也展开枪炮巷战!

山姆和女友以及一小队美军与 $钻
孔机%纠缠!擎天柱和御天敌+威震
天也来了一场"人混战&

相比于流畅的"&技术!'变"(的
剧情却显得不那么流畅&男主角从因
求职不得志!到重拾和博派变形金刚
并肩保卫地球的使命这一条主线上!

当剧情推动不下去时!就将新晋女主
角罗茜-汉丁顿-惠特莉放出来串场&

电影后半段的战斗戏尽管打得昏天
黑地+火花四溅!然而只见高楼被毁!

路人被炸成骷髅头! 芝加哥满目疮
痍!但变形金刚之间硬碰硬的对决却

不见多& 比如影片快到结尾处!震荡
波钻进钻出之际破坏力无穷!在观众
都感到无计可施之际!擎天柱突然驾
到! 三下五除二居然就把它打死了!

令观众不禁感叹!这样的战斗技术含
量也未免太低了..而为了高速推
进剧情!不少关键转变都是通过旁白
完成!有观众就表示!$一边要紧盯大
银幕的"&画面!还要同时开动大脑跟
剧情!确实有点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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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备受瞩目万众期
待的暑期巨制'变形金刚"#将于!月
'(日'$)((在奥斯卡亚豪国际影城上
映& 影片中!$汽车人%与$霸天虎%被

卷入了美苏之间危险的 $太空站竞
赛%中!地球人山姆又一次要向他的
机器人朋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南国影探-快嘴影评%栏目将邀
请影迷第一时间免费抢看大片!影迷

朋友*)((后拨打电话++,-!,#"就有
机会!月-#日免费到位于南海大道
亚豪建材城内街的五星级奥斯卡亚
豪国际影城参加 '变形金刚# 影评
团!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影评团观

影后写一篇影评!优秀影评将刊登在
本报娱乐版$南国影探-快嘴影评%栏
目中&抢先看电影!抢先免费看电影!

抢先看高科技"&电影!只在$南国影
探-快嘴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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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今天获悉!海口市
第二届业余琼剧演唱比赛即将在下月
#!日*#*日在海口市群众艺术馆比赛&

本次比赛分为儿童组+少年.组+少年/组+

青年组+中年组!海口地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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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中+小学生+社会适龄业余琼剧爱好者
0

-./012345/06789:;

1

均可报名参赛&报名时间从 !月-(日起至
,月0%日止!免费报名!报满为止!欲参赛
的市民只要携带个人身份证前往海口市
海甸二西路#号海口市群众艺术馆或海
口所属区文体局填写报名表格即可&

,156?@ABC

)*+,

!

-

"#

&.

0记者!"#

实习生$%&

1为丰富我市广大群众的
业余文化生活!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即日
起举办排舞培训班!培训的排舞包括印
度舞+欢乐舞+爵士舞+恰恰舞等!时间
为每周一+三+五晚上,时至#(时!为期
一个月!首期培训班在海口市美兰区三
江镇开班&据悉!三江镇培训班结束后!

将继续在琼山+龙华+秀英三个区轮流
举办!计划于年底前将排舞普及全市四
个区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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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今天获悉!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 省文体厅即日起面向全
省公开征集海南省参演第四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剧本&

投稿剧本为有完整构思的剧0节1目
剧本!艺术门类包括歌舞+戏曲+话剧+歌
剧+舞剧+音乐剧+曲艺和综合性文艺晚会
等!鼓励民族舞剧+民族歌舞诗+山歌剧等
具有海南少数民族特色剧种的剧本投稿&

投稿剧本内容健康向上!反映少数民族生
活!主要塑造少数民族艺术形象!体现少
数民族的审美情趣!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
格+ 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鼓励投稿剧本推陈出新!避免违反党的民
族政策和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
教信仰的内容& 投稿剧本必须为原创+创
作年限为-((+年后且未经排演+没有版权
纠纷的剧本& 主办方将对投稿进行评选!

除在海南省内相关媒体及省文体厅网站
公布评选结果! 将给予入选作品适当奖
励& 入选剧本一经采用!除作者享有署名
权外! 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主办方所有&

截稿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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