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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 频 道
（CCTV6） 在
2018 年 春 节
推出编排特
点之“最”：
首播影片
出 品 最
新、数量
最大、类
型 最 多 、
效 果 最
强！狗年春
节，观众足不
出户便可揽尽华
语顶配强片，好莱坞
超级IP。

初一至十五首播大片
“华语顶配 超强连档”

大年初一至十五，晚间黄金
档安排年度最具影响力、票房超
强、明星集聚的22部首播院线大
片，《建军大业》《空天猎》《密战》
《妖猫传》《奇门遁甲》《羞羞的铁
拳》《重返狼群》《鲛珠传》等等，涵
盖所有题材类型，包容多元风格
之作，非凡大胆的想象力和超一
流的制作，展示了中国电影的最
高水准，为广大观众新年增添超
强的欢乐氛围！

初一至初六晚间黄一时段喜
剧大片献映，甄选年度高票房阖
家欢影片《羞羞的铁拳》《大闹天
竺》《缝纫机乐队》《父子雄兵》《降
魔传》《欢乐喜剧人》，春假长假笑
点不断惊喜连连。初一至初六，
黄二时段史上最强动作影片档拟
播《建军大业》《空天猎》《妖猫传》
《密战》《奇门遁甲》《绣春刀 修罗
战场》，多类型强片“海陆空”联合
刷爆荧屏。

除此以外，春节长假期间特
别安排了全球超级大 IP《速度与
激情 8》《功夫熊猫 3》、世界范围
内口碑之作《星际穿越》等精彩引
进大片。

狗年生肖主题编排
猛犬“汪汪”旺

电影频道于长假七天上午9:

45时段，精选中外表现猛犬与“萌”
犬的优秀影片，如院线大片《血狼
犬》《忠爱无言》《天才眼镜狗》等进
行集中呈现，或欢乐或感人的狗狗
故事，为观众新年再增和谐幸福氛
围。

中外动画电影展播
“超赞阖家欢”“温暖一寒假”

为营造温馨欢乐的过年氛围、
更好地服务各个年龄段、尤其处于
寒假中的儿童青少年观众群体，电
影频道自2月 12日至 3月 2日元宵
节早间8:00段，集中安排一批年度
高票房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大鱼
海棠》《小门神》、经典动画片《宝莲
灯》《大闹天宫》等，以及国际获奖口
碑之作《小王子》《海洋之歌》《汽车
总动员》等，为全家团圆再添温馨氛
围！

荧屏与院线“亲密互动”

配合大年初一院线首映的重磅
大片《红海行动》《捉妖记2》《唐人街
探案2》《西游记女儿国》，电影频道
于春节前后特别安排播出《湄公河
行动》《捉妖记》《唐人街探案》，及
长假零点档西游主题影片连播，进
行全方位荧屏与院线的预热互动，
让观众走出家门，走进电影院，以
期达到中国电影荧屏与院线热度
能量互补，收视与票房双增的和谐
局面。

CCTV-6电影频道
2018春节档编排亮点多

期待值：★★★★★
三年后，那个萌萌哒“小

萝卜”又回来啦！群魔乱舞、
四川方言、赌局老千等无厘头
搞笑元素的加入，让欢乐升
级！《捉妖记 2》比第一部要加
入更多的欢乐元素，不一样的

场景、不一样的角色、不一样
的妖和新的旅程，更多惊喜在
等待着大家。

据导演许诚毅介绍，在新
的《捉妖记》中，妖界将首次出
现并新加入几十只妖，有胡巴
的朋友也有敌人，而这些妖也

将变得更真实、更美。视觉特
效比重大幅增加，制作成本是
上一部的2-3倍，这部影片的
视效部分占全片的 90%，有
1800多个特效镜头，为观众带
来更为炫酷的视觉体验。人
妖矛盾升级，在保持原汁原味

的基础上，在世界观架构、故
事剧情、技术视效等方面全方
位升级。《捉妖记 2》不仅仅是
第一部的延续，更是对前一部
的颠覆。人和妖将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
待！

《捉妖记2》：搞笑升级，“胡巴”再度来袭

期待值：★★★★★
“唐人街侦探是天才还是

白痴，他的对手是天使还是
魔鬼？”时隔两年，贺岁推理
喜剧片再一次映入大众的眼
帘，《唐人街探案1》做到了口
碑与票房的双赢，这次神探

组合再度结盟，战场由曼谷
转到纽约，喜剧和推理的再
次融合会带给我们怎样爆笑
又刺激的剧情呢？

这次，陈思诚携带原班主
创团队回归，但是演员阵容
更加强大，笑点也是一个接

一个，像刘昊然女装上阵、麦
迪逊大道裸奔等爆笑场景层
出不穷。在搞笑的同时，导
演也设置了更为烧脑的剧
情，世界名侦探集结，侦探排
行榜第一究竟是谁，这次的
任务是什么，这场连环谋杀

案后又隐藏着什么惊天阴
谋，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一去
探索。“特定的时间、特定的
地点、特定的杀人方式”，纽
约街头危机重重，你不期待
吗？

《唐人街探案2》：神探空降美利坚，国产喜剧推理片再尝试

期待值：★★★★★
《湄公河行动》导演林超

贤携极限新作《红海行动》再
掀高潮，《湄公河行动》作为
2016年国庆档票房黑马，它的
导演这次又会为我们带来怎
样的惊喜呢？

《红海行动》改编自真实
事件“也门撤侨”，讲述了“蛟
龙突击队”临危受命，深入内
战惨烈的“伊维亚共和国”解
救被困当地的中国侨民的故
事。作为“行动系列第二部”，
林超贤展现了更大的格局，该

片总投资高达5亿元人民币，
一向秉持“实景拍摄，绝不棚
拍”的林超贤带领剧组远赴摩
洛哥，开启长达四个半月的异
国拍摄。林超贤曾说过“拍海
军题材的电影是我一辈子的
梦想”。本片得到了中国海军

的大力支持，主创阵容十分强
大，演员们长达半年的体能储
备，数周的专业化军事训练，
真实残酷的战争场景，巷战、
海战、狙击战、沙漠战，波澜壮
阔。绝对是一部值得观看的
年度军事大片。

《红海行动》：蛟龙出海，耀我国威

继2017年《新春喜剧之夜》大
获好评后，2018 年《新春喜剧之
夜》将在过年期间再一次与观众见
面，本次《新春喜剧之夜》邀请众
多影视演员、主持人、歌手跨界出
演喜剧，既有观众喜爱的赵忠祥、
李琦、王姬、洪剑涛等老面孔，又
有秦岚、郭采洁、王宁、蒋易等年
轻人喜爱的新面孔，可谓是满足不
同年龄不同口味，适合全家人一起
收看的喜剧节目。

《新春喜剧之夜》尝试多种喜
剧形式，小品、相声、脱口秀应有
尽有，生活流、古装戏、童话剧、萌
宠表演让人眼花缭乱。各路明星
纷纷“跨界”尝试喜剧，著名歌手
刘和刚、祖海、江涛首次跨界喜剧
表演，再现春晚经典小品《有事您
说话》，老作品，新篇章，致敬经
典；网络、电视、新闻等媒体爆红
的《红楼梦》小戏骨们舞台再现经
典作品，与老戏骨洪剑涛合作演绎

《红楼小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
新老戏骨强强碰撞，势均力敌，各
有千秋，不得不对这群 00 后孩子
们的演技刮目相看；三位“60 后”
老戏骨李琦、李增瑞、罗京民重返
舞台上演喜剧巨作《年夜饭》，欢
笑背后带给人更多的是对空巢老
人的反思，对常回家看看的理解和
感悟；蒋小涵、蒋易、刘胜瑛对当
下热门“催婚”话题创作出《逼婚
计中计》；主持人赵忠祥、月亮姐
姐、韩乔生跨界出演喜剧，另类

“村晚”直播状况百出，让人捧腹
大笑；杨帆更是转型成为魔术师，
现场变出“斑马”“大狗熊”等动
物，让人惊喜不已。

令人捧腹的搞笑剧情，出神入
化的精湛表现力，尽在大年初一晚
19：30，央视综艺频道《新春喜剧
之夜》，欢笑满堂过大年，喜剧之
夜乐不完！

接棒春晚乐翻天

央视综艺频道推出
《新春喜剧之夜》

从 1998 年 中 国
内地第一部贺岁片

《甲方乙方》开启了
中国贺岁片市场之
后 ，到 如 今 也 已
有 20 年了。去
年，全国电影
票 房 突 破 了
550 亿 元 大 关 。
转眼新一年贺岁档
上 映 ，那 么 今 年 贺
岁电影到底有哪些
看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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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值：★★★★★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

美”，《西游记》应该是陪伴每
一个人童年的经典，而女儿
国的故事也是《西游记》里经
典故事之一，那么，连续指导
了两部“西游”系列影片的郑

保瑞导演又会给我们带来怎
样颠覆经典的创作呢？

“既生苦难我西行，何生
红颜你倾城”，影片以喜剧的
风格重新演绎经典，重新讲
述了三藏与女儿国国王之间
若即若离的感情，整部影片

透露出淡淡的忧伤之情，不
同于其他故事中打打斗斗的
情节，这一故事增添了更多
的温情。这不是“国王有意，
圣僧无情”的故事，这应该是
若有来生，两人必会相偎相
依、共赴白头的美好爱情。

影片有段子、有光怪陆离的
奇幻世界、有爽到爆的特效、
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再加
上这些经典的角色，经典的
故事，再搭配不同的演员，炫
酷的特效，崭新的诠释，精彩
程度可见一斑。

《西游记女儿国》：绝美之恋，超越经典

期待值：★★★★☆
相声界泰斗级人物郭德

纲自编自导了一部专治各种
不 开 心 的 无 厘 头 喜 剧 ——
《祖宗十九代》，这部电影是
郭德纲老师真正意义上导演

的处女作，他携自己的老搭
档于谦和徒弟岳云鹏以及其
他 33 位各路大咖，影片阵容
可谓是春节档期最豪华的一
部，那么郭老师将会为大家
带来怎样的视觉体验和笑料

呢？
作为喜剧片，它干了件

没人干过的事情——影片集
齐了东西南北风格各异的喜
剧明星，有五个不同朝代的
场景，围绕“颜值”这一热点

话题展开讨论，影片中也时
时透露着相声的语言特色。
不管影片质量如何，这都是
一部适合春节阖家欢的喜剧
电影。

《祖宗十九代》：搞笑，我们是认真的

期待值：★★★★☆
每逢春节，总有一部动画

影片能俘获小朋友们的心。
《熊出没》这一儿童动画 IP今
年迎来了第五部大电影，也解

决了家长们“寒假带着‘熊孩
子’去干什么”这一大难题。
如果家长们还没想好带孩子
去干什么，就带着你们的“熊
孩子”去看这部“熊电影”吧！

不仅能在工作之余好好陪陪
孩子，还能在影院放空一下自
己。影片全面升级制作技术，
采集真人明星的形象和特征，
并将动漫化加入到电影中，除

此之外还打造了具有话题性
的全新外国女青年角色。在
延续前作奇幻喜剧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亲情部分的表达，
一定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熊出没·变形记》：幽默、刺激与温情的融合

贺岁电影大盘点贺岁电影大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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