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和《星际迷航 3》主创们一起亮相，

还有歌手张杰，他是这部美国情怀片的中国

代言人，为电影特别献唱的《Lost in the

Stars》，微博上的转发量已经超过42万。

看来好莱坞果然选对了人，坐拥3000多

万微博粉丝的张杰，用他最擅长的英文歌，给

电影圈粉了。

之前好莱坞大片里的中国元素，就是找

个中国影星在片子里打个酱油。这个形式越

来越遭到影迷反感，《指环王》导演彼得·杰克

逊来中国宣传《霍比特人 3》的时候，就吐槽

过这些大片——“虚伪”！

精明的美国人，马上找到了新的传播套

路——找中国歌手唱主题曲。

在张杰之前，鹿晗就为《星球大战：原力

觉醒》唱主题歌。而李易峰虽然没有唱歌，也

给《蝙蝠侠大战超人》站过台。

植入演员要给他们戏份，给多了，美国人

不待见；给少了，中国人不待见，堂堂一个明

星还不如广告戏份多，多尴尬？但是，唱主题

歌就不同了。

歌曲没有主次，该给多长就给多长，好的

歌还能让观众都记住。而有知名度的歌星，

也可以让粉丝知道这个电影 IP。这是名副

其实的双赢。

话说回来，张杰其实是适合唱英文歌的，

只不过在国内流行乐坛，英文歌的市场还不

够大罢了。这次，他终于有机会和国际级的

制作班底合作，在《Lost in the Stars》制作

特辑中可以看到，这首歌曲从内容、编曲方式

到内涵意义，都力求与电影高度契合，希望这

首作品能够为电影增加更多的音乐力量。

从预告片看，这首歌是会在剧情中出现

的，柯克船长还说：“歌选得不错！”就是不知

道最后电影正片里能给这首歌多少出场时间

了。

当然，特辑的最后，张杰极力推荐了《星

际迷航 3》这部电影，向自己的粉丝群“星星”

发出观影集结令，号召大家都去影院观赏这

部科幻大片。

粉丝电影这招，不仅中国电影人在用，美

国电影人也学会了。

《星际迷航3》“进取号”舰队昨日开到北京，张杰献唱主题曲

以前植入中国演员，现在流行找中国歌手

好莱坞大片“亲民”换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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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王座》3D中文9:50 13:30

《七月半2：前世今生》10:30 21:2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

才》11:50 15:30

《他是龙》3D原版 10:25 12:30

14:35 16:40 18:45 20:50

《爱宠大机密》3D中文12:20 15:35

《使徒行者》国语

10:00 14:10 18:20

粤语 12:05 16:15 17:15 19:20

20:25

《微微一笑很倾城》

9:40 13:55 18:10 20:10

《危城》3D 11:40 15:55

《我们诞生在中国》14:00 17:05

21:00

《终极硬汉》原版13:20 17:30

天天半价.会员观影20元起.

微 信 号:xhyd. 团 购 电 话

87049310 87212554

胜利影城

《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

12:30 14:10 15:50 17:30

19:10 20:50

《盗墓笔记》

12:00 12:50 14:10 15:00

16:20 17:10 18:30 19:20

20:4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韩国国民喜剧《骗子》中文版

时间：9月30日 19：30

10月1日 19：30

演出主办：杭州大船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票务支持：大麦网

杭州剧院

音乐会《聆听探戈——班多钮

与钢琴二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6 年 9月 20日

主演：理查德·斯克菲诺 阿尔

弗雷多·米内蒂

票价：300、200、100、50元

音乐会《长笛钢琴浪漫曲》

演出时间：2016 年 9月 28日

主演：伊奈姿·波卡 纳得耶达·
佐诺娃

票价：300、200、100、50元

越剧《牵手重阳——金秋越剧

精品折子戏专场》

演出时间：2016 年 10月 9日

票价：500、380、280、180、80元

主演：吴凤花、董柯娣、单仰萍、

章瑞虹、陈辉玲、谢群英、华渭

强、洪瑛、蔡浙飞、张琳、董鉴

鸿、吴玲珠、金莉萍、俞巧丽

儿童剧《英国儿童海洋探险舞台

剧海底小纵队之火山大冒险》

演出时间：2016 年 10 月 16 日

10：30、15:0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

（少量）、80（售罄）、880（480*

2）、680（380*2）元

杭州宋城旅游区辣椒节

杭州宋城

7 月 1日-8月 31日，杭州宋城

景区将举办夏季主题活动——

辣椒节，辣椒狂欢大巡游、辣椒

快闪、辣椒泼水狂欢、辣椒锅

庄、吃辣比赛等活动精彩纷呈,

《宋城千古情》金戈铁马，霓裳

羽衣，更有大型实景演出《丽江

恋歌》惊艳登场。这个夏天，来

宋城旅游区体验舌尖上的宋

城，感受冰火两重天！杭州宋

城，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宋城千古情》演出时间: 12:30

14:00 16:40 18:00 19:30 (具

体场次以景区公告为准）

杭州宋城千古情主题酒店

（西湖店）

宋城经典双人套餐：宋城千古

情主题酒店高级标间（含双

早）+宋城千古情演出票贵宾席

两张，708起。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148号

宋城咨询电话：

0571-87313101

宋城网络订票：www.51dmq.com

预订电话：400-8888-518

酒店咨询电话：

0571-56663999

杭州乐园湘湖宋城景区

7月 1日起辣椒节盛大启幕，即

日起玩宋城杭州乐园，免费送

湘湖宋城景区，数十项大型游

乐一票畅玩，邀您挑战冰火两

重天。

宋城烂苹果乐园

全室内近百项高科技游乐清凉

来袭，亲子大讲堂全线升级，奥

运宝贝秀释放激情，更有每周

一个亲子趴，寓教于乐，全家一

起嗨不停！

杭州宋城浪浪浪水公园

10 万平方米超大规模水世界，

超级大喇叭、巨浪湾等数十项

水上游乐设备，千人恋爱趴、万

人泼水狂欢等特色主题潮趴周

周不停。

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云曼温泉

住第一世界大酒店，泡云曼温

泉。繁华都市里的温泉度假天

堂，让您“足不出户”尽享热带

雨林温泉浴，更有精彩演艺等

你来。

优惠联票：杭州乐园湘湖宋城、

烂苹果乐园、浪浪浪水公园、云

曼温泉任选其二原价 320 元/

位，联票仅 240 元/位；烂苹果

乐园夜游仅 80 元/位；浪浪浪

水公园夜游仅120元/位。

地址：杭州萧山风情大道 2555

号（地铁一号线直达）。

快乐专线：0571-82880333 酒

店预订热线：0571-83866666

具体活动信息和演出时间详见

乐园/酒店现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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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2016年8月19日 星期五

●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咨询电话：8519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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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昨天，“进取号”舰队成员们一亮相首映

红毯，就感受到了中国影迷的热情。现场不到

100米的红毯，他们足足走了30多分钟，对于

粉丝们求合影、求签名的要求，都一一满足。

凡事讲逻辑的“大副史波克”也收起严肃

的面孔，玩心大发，和“舰长”派恩一起卖萌、

搞怪。

作为《星际迷航》重启版的第三部作品，

《星际迷航 3》里的角色们执行了一个五年任

务，船员飞得更远，去探索未知的太空，而神

秘的敌人也给他们带来新的挑战。

克里斯·派恩说，再次饰演“柯克舰长”非

常激动，而要突破以往的角色也是一大挑战，

“柯克这次遇到了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他失

去了‘进取号’，和队员们也失散了。如何在

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战胜对手，就是我要做

的。”

英国喜剧演员西蒙·佩吉，此次不仅在大

银幕上饰演了一个有趣的“工程师”斯科特，

还首度参与了编剧工作，为影片带来了更多

幽默色彩。

“当他们邀请我参与《星际迷航 3》编剧

工作的时候，我高兴得快疯了。作为一个‘星

际’迷，这感觉太棒了。”西蒙也表示，接到任

务后非常紧张，只想尽全力做好剧本。而派

恩则在旁边吐槽：“他把最好的台词都留给自

己了！”

在谈到《星际迷航 3》与前作有何不同

时，导演林诣彬表示：“我觉得我肯定要尊

敬这个系列已有的东西，那些好的经典元

素。但同时，这个系列的精神就在于勇敢地

尝试新事物，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两者结合起

来。” 本报记者 陆芳

本报记者 郑琳

张杰演唱《星

际迷航 3》的

主题曲。

昨日，将于9月2日上映的好莱坞科幻巨制《星际迷航3：

超越星辰》（以下简称《星际迷航3》），在北京举行首映礼。

导演林诣彬、主演“舰长”克里斯·派恩、“大副”扎克瑞·昆

图、“工程师”西蒙·佩吉、“通讯官”佐伊·萨尔达娜等主创出

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