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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奥特曼是小朋友的快乐，更是大朋友的情
怀。1966 年至今，奥特曼系列已推出上百部经典作品，
粉丝遍布全球，拥有巨大影响力。9 月 30 日晚，国内首
部奥特曼舞台剧《奥特曼宇宙之光》将来到常州大剧院，
与观众一起重温经典、共享亲子时光。

《奥特曼宇宙之光》根据奥特曼本身经典故事进行改
编演绎，讲述了作为光之国老对手的百特星人，与奥特之
星多次交战皆败之后，将侵略目标转向地球。他将人类
视作生态毁灭者，发动了消灭人类的“净化地球”计划，并
复活了分别生活在地下、空中和深海的三大怪兽哥莫拉、
贝蒙斯坦、古维拉。为应对百特星人的邪恶计划，地球防
卫军意识到仅靠赛文奥特曼一人无法应付，他命令诸星
团联合乡秀树和东光太郎二人组成“宇宙之光”特别行动
队，合赛文、杰克、泰罗三个奥特曼的力量共同对付怪兽。

这部大型儿童实景舞台剧采用了多媒体素材与实景
结合的制作方式。演出现场配备可移动LED大屏幕，重
机械人偶、3米5高的巨星怪兽、专业武打演员等，将在舞
台上共同实现奥特曼的标志性招式，达到和影视化作品
一样的效果。

为了和观众产生共鸣，剧中还融入了丰富的音乐元
素，不少原作中的音乐轮番回响，进一步加深观众的观剧
体验。 （吴蕾 周茜）

《奥特曼宇宙之光》舞台剧来常

奥特曼大战小怪兽
一触即发

9月2日，由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花木兰》发
布公告，正式宣布《花木兰》将于 9 月 11 日上映。受疫情
影响，该电影历经多次改档，让影迷们等待得心痒痒。这
次定档消息一出，也让许多网友们激动不已。

《花木兰》宣布定档后，最激动的群体大概就是刘亦
菲的粉丝了。刘亦菲粉丝在评论区纷纷欢呼终于能在电
影院看到刘亦菲了。

刘亦菲在影片中饰演代父从军、英姿飒爽的花木
兰。刘亦菲在很多人心中总是像仙女一样，此次大胆挑
战女扮男装，为角色也牺牲了很多。中西方文化与妆容
的碰撞，自然是让无数人期待不已了。

每当《花木兰》推迟上映或者撤档的消息出现，都会
让观众们感到遗憾和失望。不过还好，内地影迷们终于
等来了电影的上映。 猫眼

花木兰定档9月11日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在刚刚过去的8月，国内影市
共收得 33.93 亿元总票房，其中《八佰》票房高达 20 亿
元。随着影院复工逐渐常态化，有越来越多新片定档。
虽然《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等多部重磅新片选择定档
国庆档，但9月仍有多部新片即将上映，其中不乏《信条》
这种全球瞩目的大片。

《信条》点燃9月影市

诺兰终于带着他的《信条》回来了。
诺兰这部时隔三年的新作上映之路真是

“步步惊心”：该片原定 7 月 17 日在北美

上映，受到疫情影响而多次推迟，
甚至一度宣布无限期撤档。一番
折腾之后总算有了个好结果，《信
条》在 8 月 26 日率先登陆英国等
地，9 月 3 日在北美限定地区上
映，9 月 4 日将全面登陆中国内地
院线。

《信条》全球票房首周达到
5300万美元，霸占32个国家与地
区票房榜冠军。目前首轮口碑已
经 出 炉 ：该 片 烂 番 茄 新 鲜 度 有
81%，Imnb 得分为 8，与诺兰以往
的电影口碑持平。至于外媒的评
价，好评占了大多数。《Variety》
评价：“电影故事复杂的架构非
常 漂 亮 ，也 正 是 诺 兰 这 种 对 电
影制作的激情使人产生强烈的
好 奇 心 。”《The Hollywood

Reporter》评价：“《信条》让人觉得
漂浮、目眩神迷，但某种程度上也被
其壮观的景象安抚。”

从首波评价看来，我们或许可以
期 待 看 到 一 部 升 级 版 的《盗 梦 空
间》。在故事上，诺兰玩起了他最擅
长的“时间魔法”，《信条》里的两名特
工要以“时间”为武器，逆转时空去战
斗并拯救世界。有媒体甚至评价，

《信条》是诺兰最烧脑的电影，影迷们
可以准备好二刷三刷。而在画面上，

“实拍狂魔”诺兰一如既往地不计成
本，这次甚至找了一部真正的波音
747 拍摄飞机撞向航站楼的画面。
演员的表演也不容易，要通过表演来
手动“逆转时间”：倒着出拳贴身肉
搏、倒着飙车上演公路火拼，甚至倒
背台词。

《信条》
上映时间：9月4日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罗伯特·帕丁森

《麦路人》
上映时间：9月17日
导演：黄庆勋
主演：郭富城、杨千嬅

中国香港导演黄庆勋将香港的一群
无家可归者搬上了银幕。在香港这个生
活成本极高的地方，有人无法承担高昂
的房租，有人为了省下一点交通费，24
小时快餐店便成了许多底层劳动者过夜
的选择。

“麦路人”是“陌路人”的粤语谐音。
电影里，郭富城饰演的前金融才俊阿博

（Bowen）由于生活变故而跌至谷底，终
日在 24 小时快餐店里借宿。他在店里
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有借住在庇
护宿舍的歌女，有离家出走的少年，有不
敢回家的老人，有为了帮母亲还债而债

台高筑的年轻妈妈⋯⋯这群“陌路人”在
24 小时快餐店相遇，互相扶持，尽力帮
助彼此走过人生低谷。除了郭富城和杨
千嬅领衔主演之外，《麦路人》还有鲍起
静、万梓良、张达明等实力派演员加盟。

《麦路人》在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全
球首映，获得“亚洲未来”最佳影片提
名。该片此后受邀担任伦敦东亚电影
节、澳门国际影展、亚洲跃动电影展等诸
多电影节闭幕影片。而在今年的香港电
影金像奖上，《麦路人》获得十项提名，其
中张达明凭借该片收获最佳男配角奖。
此外，郭富城凭借该片在伦敦东亚电影
节斩获“最佳男主角”，而且获得评审团
全票通过。7 月底的第 23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展映单元中，《麦路人》六场连映，
好评如潮，观众对演员的演技更是赞不
绝口：“群像戏非常好，这是郭富城最好
的一次表演。”

《通往春天的列车》
上映时间：9月17日
导演：李骥
主演：李岷城、任素汐

同样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内地导演李骥的《通往春天
的列车》将镜头对准了一众“小镇青年”。故事发生在东北。李
大川（李岷城饰）原本是一位火车配件厂员工，妻子苏芳（任素汐
饰）怀孕了。李大川面临着下岗危机，原本还可以拿到 4万元补
偿金，但他阴差阳错被卷入一场错综复杂的盗窃案，不仅丢了工
作和 4 万元补偿金，还要自证清白。李大川因此过上了一边寻
找小偷、一边为生活奔波的日子。

去年 10 月，《通往春天的列车》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全球上
映，并获得新浪潮奖的提名。导演李骥是一位新人导演，这是他
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电影充满喜剧色彩，展现了两个底层小
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挣扎、寻找自己“春天”的故事。

女主角任素汐在《驴得水》《无名之辈》等电影中都已经展现
了不俗的演技，在《通往春天的列车》里再次挑战小人物角色，饰
演一个强势干练的妻子苏芳。男主角李岷城此次扮演的李大川
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典型东北人。李岷城本人曾在 2013 年凭借
电影《百鸟朝凤》获得第五届英国万像电影节优秀新晋男演员，
此后陆续出演了《建军大业》《中国机长》等多部大片。 胡广欣

《假面饭店》
上映时间：9月4日
导演：铃木雅之
主演：木村拓哉、长泽雅美

近年来，越来越多日本电影被引进
中国内地。《假面饭店》在日本上映一年
多后，也终于正式与内地观众见面。该
片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推理小说，讲
述刑警新田浩介（木村拓哉饰）扮成服
务生混入酒店，与酒店前台山岸尚美

（长泽雅美饰）合作追查一宗连续杀人
事件的故事。

这是木村拓哉和长泽雅美的首次
合作，两人的对手戏颇有火花。面对接
连出现的来历不明的住客，木村拓哉饰
演的刑警坚持“以逮捕犯人为第一要
务”，试图剥下来客的“假面”；长泽雅美
饰演的酒店前台则从“以确保客人的安
全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出发，希望保护
来客的“假面”。两人一开始势如水火，
后来逐渐理解对方，萌生出特殊的信赖
关系。

《假面饭店》台前幕后的班底都非
常强大。原著作者东野圭吾兼任电影
版的编剧；导演铃木雅之曾跟木村拓哉
合作过《悠长假期》《律政英雄》等经典

日剧。除了木村拓哉和长泽雅美两
位主演之外，影片的客串阵容也是星
光熠熠：小日向文世、渡部笃郎、生濑胜
久⋯⋯还有木村拓哉的老搭档松隆子。

有了东野圭吾这个大IP，再加上豪
华的演员阵容，该片去年在日本上映之
后票房惊人，成为 2019 年度日本真人
电影年度票房冠军。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0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m/0519/3）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0年10月21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
标的物：

1、常州市邹区镇邹区时代广场6幢
1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2.52㎡）；

2、常州市沿江东路1-1号丙单元4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9.48㎡）；

3、常州市沿江东路1-1号丙单元4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81.24㎡）；

4、常州市新业花苑17幢乙单元5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1.51㎡，其中阁楼面
积25.23㎡）；

5、常州市长宏公寓6幢甲单元3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12.27㎡）；

6、常州市阳光龙庭34幢1005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15.19㎡）；

7、常州市锦绣花园23幢丁单元6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3.14㎡）；
8、常州市枫林雅都4幢24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90.12㎡）；
9、常州市都市桃源花苑7幢丙单元

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94.27㎡，其中阁
楼面积80.71㎡）；

10、常州市八千里花园 7 幢乙单元
8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1.24㎡）；

11、常州市通江大道318号C510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42.31㎡）；

12、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5709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89.21㎡）；

13、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16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225.71㎡）；

14、常州市劳动西路28号乙单元603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4.87㎡）；

15、常州市南大街104号415号不动
产（建筑面积132.59㎡）；

16、常州市汇龙湾家园5-1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84㎡）；

17、拆分拍卖常州市汇龙湾家园5-14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146.38㎡）、5-15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28.12㎡）、5-16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45.04㎡）；

18、常州市湖塘镇新城南都163幢甲
单元18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80.15㎡）；

19、南通市江鑫乾花园10幢704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50.18㎡）；

20、整体拍卖常州市和平北路126号
不动产1-4层（总建筑面积2105.72㎡）；

21、整体拍卖常州市天山路60号国有出
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
19259.4㎡）及地上工业房产（总建筑面积
15334.04 ㎡，其中有证房屋建筑面积
12359.18㎡，无证房屋建筑面积2974.86
㎡）、构筑物、机器设备、附属设施、绿化苗木。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
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
网（网址：http://sf.taobao.com）和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
gov.cn）上查询。

三、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二○年九月三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0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m/0519/3）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0年10月21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
标的物：

1、常州市邹区镇邹区时代广场6幢
1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2.52㎡）；

2、常州市沿江东路1-1号丙单元4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9.48㎡）；

3、常州市沿江东路1-1号丙单元4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81.24㎡）；

4、常州市新业花苑17幢乙单元5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1.51㎡，其中阁楼面
积25.23㎡）；

5、常州市长宏公寓6幢甲单元3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12.27㎡）；

6、常州市阳光龙庭34幢1005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15.19㎡）；

7、常州市锦绣花园23幢丁单元6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3.14㎡）；
8、常州市枫林雅都4幢24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90.12㎡）；
9、常州市都市桃源花苑7幢丙单元

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94.27㎡，其中阁
楼面积80.71㎡）；

10、常州市八千里花园 7 幢乙单元
8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1.24㎡）；

11、常州市通江大道318号C510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42.31㎡）；

12、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5709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89.21㎡）；

13、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16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225.71㎡）；

14、常州市劳动西路28号乙单元603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4.87㎡）；

15、常州市南大街104号415号不动
产（建筑面积132.59㎡）；

16、常州市汇龙湾家园5-1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84㎡）；

17、拆分拍卖常州市汇龙湾家园5-14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146.38㎡）、5-15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28.12㎡）、5-16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45.04㎡）；

18、常州市湖塘镇新城南都163幢甲
单元18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80.15㎡）；

19、南通市江鑫乾花园10幢704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50.18㎡）；

20、整体拍卖常州市和平北路126号
不动产1-4层（总建筑面积2105.72㎡）；

21、整体拍卖常州市天山路60号国有出
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
19259.4㎡）及地上工业房产（总建筑面积
15334.04 ㎡，其中有证房屋建筑面积
12359.18㎡，无证房屋建筑面积2974.86
㎡）、构筑物、机器设备、附属设施、绿化苗木。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
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
网（网址：http://sf.taobao.com）和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
gov.cn）上查询。

三、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二○年九月三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