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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狐踪谍影》

讲述中国退伍军人消灭恐怖分

子，救出同胞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动作

导演：孙树培

编剧：吴军平

主演：黄圣依/徐佳/曾志伟/谢九儿

出品：掌廷/苏州工业园区

发行：禾木恩泽/寰球/影时光/中盛创新

《站住！小偷》

四个笨贼为赏金寻找富豪下落，

途中遭遇打劫与欺骗。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喜剧

导演：郑云

编剧：郑云/王光武

主演：郑云/尤勇/梁小龙/吴启华

出品：郑云影业

发行：郑云影业

《致敬英雄》

改 编 自 父 子 两 代 消 防 人 的 真

实故事。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爱情/灾难

导演：刘柏橘/张锋

编剧：周思

主演：温玉娟/张山/郑昊/李星昊

出品：梦齐创

发行：中广飞木

《蕃薯浇米》

讲述闽南农村空巢老人的暮年生

活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剧情

导演：叶谦

编剧：叶谦/庄奕斌

主演：归亚蕾/杨贵媚/班铁翔

出品方：中导协/中视合创/阿里/优

酷/大地时代/其麦/映可大方

发行方：无限自在/首嘉

《动物特工局》（中/法）

三名黑衣人潜入仓库偷走了核电

核，特工张大威通过线索锁定小偷为

动物医院的工作人员……

上映日期：1月11日

类型：动画

导演：张志一/纪约姆·伊弗奈

编剧：张志一/米歇尔·斯坦芬

主演：胡良伟/马正阳/韩啸/吟良犬

出品：露米埃

发行：爱奇艺/天瑞派明/露米埃/追

踪者

《武圣关公》

讲述关羽忠义仁勇的一生。

上映日期：1月11日

类型：动画

总导演：蔡志忠

编剧：卫龙

出品：山西解州关帝庙文物保管

局/关帝庙景区服务中心/朱古力影视

发行：微峰

《中华熊猫》

黑虎与马戏团团长申野合谋了组

建大型马戏团的计划，于是开始抓森

里里的动物……

上映日期：1月11日

类型：动画

导演：王鹏程

编剧：刘小琴

出品：大卫兄弟

发行：东阳四月天

《阳光下的少年之我的无色世界》

少年阿云嘎为给妹妹买新眼镜，

与小伙伴们开展了“挣钱”行动。

上映日期：1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于月仙/张学松

编剧：张学松/汪德生

主演：于月仙/张灏耀/荣茉含

出品：极速炫酷/瑞麟嘉禾/非凡

发行：中广飞木

《野猪》

野猪闯入高老庄，老村长捉猪时

被误伤，混乱从此开始……

上映日期：1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谭大珂

主演：王轩堃/侯桐江/刘东明/胡刚

出品：第七影像/融海华星/流沙河

发行：流沙河

《别告诉她》（美/中）

一个美国华人家庭假借婚礼名

义让所有家人回家见患癌奶奶最后

一面。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喜剧

导演：王子逸

编剧：王子逸

主演：奥卡菲娜/马志/林晓杰/赵淑珍

出品：光延时代/青梅竹马/领域深

处/跷跷板

发行：猫眼微影/华夏

《为家而战》（英/美）

摔跤手佩奇在家人的支持下成为

了WWE最年轻的冠军。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喜剧/传记

导演：斯戴芬·莫昌特

编剧：斯戴芬·莫昌特

主演：道恩·强森/弗洛伦斯·皮尤/

杰克·劳登

出品：英国四号电影室/美国米高梅

发行：中影

《无影之镜》（塔吉克斯坦）

单 亲 爸 爸 安 瓦 尔 倾 其 所 有 扶

养 的 儿 子 被 杀 ，心 脏 被 移 植 给 了

凶手……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悬疑

导演：诺西尔·赛义德夫

编剧：Bakhtiyor Karimov

主演：穆罕默德-阿里·马哈玛多

夫/帕维兹·赛义多夫

出品：塔吉克电影公司

发行：华夏

《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日）

作为“战争机器”长大的女主人公

薇尔莉特·伊芙加登接到了一桩特殊

的委托工作……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动画

导演：藤田春香

配音：晓佳奈/吉田玲子/浦畑达彦/

铃木贵昭

主演：石川由依/茅原实里/远藤绫/

寿美菜子

出品：日本松竹株式会社

发行：中影

《鲨海逃生》（英/美）

姐妹俩潜水进入了失落的水下城

市玛雅迷宫，这里其实是致命大白鲨

的猎场。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冒险/灾难

导演：约翰内斯·罗伯茨

编剧：欧内斯特·里埃拉/约翰内

斯·罗伯茨

主演：尼娅·朗/约翰·考伯特/苏

菲·奈丽丝

出品：英国FYZZ/美国娱乐工作室

发行：中影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美）

影片改编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

会爆炸案。

上映日期：1月10日

类型：剧情

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编剧：玛丽·布伦纳,比利·雷

主演：保罗·沃尔特·豪泽/山姆·洛

克威尔/奥利维亚·王尔德

出品：美国华纳兄

发行：中影/华夏

◎ 映画

2020 年开年第一天，《亲爱的新年

好》正在全国热映。

电影改编自丁丁张的长篇小说《只

在此刻的拥抱》。与丁丁张以往的作

品相比，《只在此刻的拥抱》不讲道理，

只讲故事。“北漂”10 年的主人公白树

瑾普通又真实的漂泊经历戳中的许多

在大城市打拼的异乡姑娘的心。电影

上映后，有女生写了观后感：这是开年

最好哭的影片，因为太真实，但哭完

后，却想学着白树瑾喊一句“2020 年我

不会怂”。

细算起来，丁丁张在北京也“漂”了

十几年，原来，他的 Title 是青春光线影

业总裁，自从写了第一本书《人生需要

揭穿》，买了20多万册以后，他的Title里
多了一个“畅销书作家”的标签。

2018年，丁丁张出版了第二部长篇

小说，Title 里去掉了总裁，这个决定他

是在新书发布会上宣布的。几个月后，

他的 Title 里又新增了编剧、监制两项，

他准备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说是

《只在此刻的拥抱》，改编的电影是《亲

爱的新年好》。

准确说，创作是从剧本到小说再到

剧本的过程，丁丁张表示，开始创作这故

事的时候，就是冲着拍电影去的，这剧本

在2016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拿了个创

投奖，为了完善人物性格，他又把这故事

写成了一部11万字的小说。等到有了投

资、找到了合适的导演，丁丁张又把小说

改成了新的剧本。他粗略算了一下，前

后一共写了20多稿。

他记得，“有一版，白百何和张子

枫分别写了两条故事线，其中一条，是

以张子枫的视角看北京。还把故事全

面推翻过，写了另外的故事”，反复的

修改过程里，丁丁张和他的团队一度

找不到方向，那会儿“大家都快崩溃

了”。

2018年4月，丁丁张说，自己突然就

“通了”，他最想表达的，并不是具体的情

节，而是那些情景发生时的心情、情绪状

态，所有漂泊之人都有过的情绪体验。

剧本定了稿，电影故事确定以白百

何饰演的白树瑾为主线，这个从小城市

到大城市打拼的女孩在北京“漂”了 10
年，没房没存款、被男友“劈腿”、被客户

刁难、房东突然涨了房租、母亲患上重

病，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重压之下，

白树瑾有过彷徨，有过犹疑，但她最终

选择留在北京，她没有“认怂”，要和这

座城市“硬刚到底”。

在丁丁张看来，《亲爱的新年好》是

部女性电影，讲的就是一个30岁的女孩

自我更新和成长的故事，白树瑾其实是

成千上万漂泊者的缩影，她的故事每一

天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上演着，但是关

于她们的电影太少了。

“韩国有金智英，美国也有各种

各样的女性电影，但是中国反映女性

生活的有什么？”丁丁张说，他希望

《亲爱的新年好》里白树瑾的故事，能

够鼓励所有女性不断追寻自我，追寻

自我的完整，关于理想、爱情、自我认

知。

去年 12 月 31 日，丁丁张赶在新年

来临前，把电影送上了大银幕，他说，

“献给每一个珍贵的你。”

《亲爱的新年好》监制丁丁张：

这是拍给中国女性的电影

本报讯 日前, 动作警匪电影《特警

队》首映发布会上，导演丁晟率先上台

阐述创作初衷，表示选择特警题材是

想要挑战自我，打造属于中国的超级

英雄。丁晟介绍“电影在拍摄过程中

攻克了不少难关”，片中高空索降、深

海潜伏、飞檐走壁等视效奇观令他自

信表示“达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希望

这次会是华语动作警匪电影的一次全

新突破”。

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李耀光现场表达了对影片的肯定，

他表示，《特警队》“充满了正能量，彰

显了正义感，是首都公安形象的一次

正面展示，是北京警察故事的一次正

确表达”。 （林琳）

本报讯 1 月 6 日，首部聚焦海上

救援题材的华语电影《紧急救援》全国

路演在昆明正式“开跑”。路演以“跨

越山海，送你回家”为主题，将海上救

援队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救捞精神

传递给万千观众，为观众呈现最热血

燃情、贴近真实的交通救捞人形象。

此次，导演林超贤延续以往火爆

炸裂的动作场面，不仅讲述了最真实

生动的海上救援故事，还力求为观众

呈现既热血又戳心的春节档大片！首

批观影的观众也认证：“影片让人热血

沸腾，可以说给了我巨大惊喜！”

（杜思梦）

本报讯 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动

作电影《急先锋》近日发布一支“不一

样的杨洋”幕后特辑，成龙、艾伦齐齐

发声“点赞”杨洋，在更多影片热血动

作大场面背后，拍摄经历的艰辛画面

也首次公开。特辑里，近身搏斗、激烈

枪战、惊险爆破、飙车追击等重要戏份

一一曝光。

对于首次挑战高难度动作电影，

杨洋称：“打戏都是以实为主，真的是

不要命的那种感觉！”花絮中看到，电

影中不止一场的高处跳跃戏份，杨洋

直言，“从二三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

这是我以前都想象不到的。”（杜思梦）

本报讯 1 月 1 日，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北京新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

苏宝树影业联合出品的故事片《边疆

军魂》在京举办专家研讨会。专家表

示，《边疆军魂》不仅表达了历史的厚

重，而且关注当下、聚焦时代、贴近年

轻观众的审美需求，表现了人民军队

的光荣历史和艰苦奋斗历程，反映出

当代革命军人的新风采。

《边疆军魂》由八一厂导演陈健执

导，通过讲述三角山边防哨所两对恋

人的感人故事，赞颂了军嫂对边防军

人忠贞不渝的爱情，讴歌了一代代戍

边官兵忠诚报国，竭诚奉献的大爱精

神。影片在第四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

影节上，获优秀故事片和最佳女配角

表彰，并在首届军事题材电影展映周

上获得优秀影片荣誉。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颜

品，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副主

任耿冀，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刘笑伟，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人民

政协报副社长许水涛等专家学者参加

研讨。 （郑中砥）

本报讯 日前，电影《猎神阻击》在

京举行发布会，导演苑本立，领衔主演

陶红等亮相。《猎神阻击》是根据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抗日战争时期，东北

抗日联军十二烈士山阻击战和李炮营

阻击战为原型创作而成。讲述了抗战

时期，东北山野猎人奋起抗日救国，义

勇军战败猎人返山继续游猎生活。谈

及拍摄初衷，影片出品人冯鹏表示：“是

要以抗联精神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捍卫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

风尚。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该片预

计2020年上映。 （赵丽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宜宾映三江院线

作为第一出品方、宜宾市委宣传部报

送的电影《最后一公里》获得四川省

“五个一工程”奖。

影片改编自宜宾当地扶贫干部真

实故事，上映以来，在全国 20 多个省

（市、自治区）城市影院上映，有 150多

条农村院线订购，放映近8万场。该片

先后参加了第 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第23届香港国际影视展，曾获第26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优秀影片、入选第

九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 （曾健）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指导，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传媒

大学电视学院支持，中国纪录片研究

中心承办的第九届“光影纪年”——中

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共颁出17项荣誉。

《我们的动物邻居》获得最佳新人

纪录片、《我的爷爷在走婚》获最佳大学

生纪录片、《孤山路31号》获最佳创新纪

录片、《三矿》获最佳摄影、《时光机》获

最佳剪辑、《被点亮的星球》获最佳音乐

音响、《Who Are We》获最佳手机纪实作

品、《你好 AI》获最佳网络纪录片、《大河

唱》获最佳纪录电影、《从中国到中国》

获最佳国际传播荣誉、《阿波罗月球任

务》获最佳外语纪录片、《手术两百年》

获最佳系列纪录片、《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故园长歌》获最佳历史文献纪录片、

《大爱——献给中国援非医疗五十六载

非凡岁月》获最佳微纪录片、《蓝天保卫

战》获最佳短纪录片、《家以何安》获最

佳长纪录片、《三矿》获评委会大奖。祖

光、闫东、陈宏、刘军卫、彭辉、王路、杨

光海等获“特别贡献奖”。 （郑中砥）

本报讯 1月6日，在国际授权业协

会评选并颁发的“2019 年亚洲授权业

卓越大奖”颁奖礼上，华强方特（深圳）

动漫有限公司凭“熊出没”、“熊出没·
原始时代”、“熊熊乐园”等授权合作项

目的表现和创新，华强方特获国际授

权业协会“年度亚洲授权项目”、“年度

娱乐授权项目（动画）”、“年度新秀

奖”、“年度被授权商”等四项大奖提

名。最终，《熊出没·原始时代》揽获

“年度娱乐授权项目（动画）”大奖。

华强方特执行总裁、方特动漫总

经理尚琳琳表示：“方特动漫将与更多

优质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授权行业创

新发展，打造更多优质的‘常青合家欢

IP’品牌，为中国和全世界的消费者带

来世界级的娱乐体验。”据悉，《熊出

没》第七部大电影《熊出没·狂野大陆》

将于2020年大年初一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国漫史诗电影《姜子牙》

近日与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发布联

动短片，两位“国漫神仙”惊喜同框。

短片中，姜子牙化身“强迫症”帅大叔，

与魔童哪吒展开了一场颇具喜感的年

夜饭“拉锯战”，“笑”果十足，展示出影

片适宜新春阖家观看的特质。此次联

动短片由“哪吒”导演饺子监制。

电影《姜子牙》北京光线影业有限

公司，光线彩条屋影业、中传合道、可

可豆动画联合出品，2020大年初一正

式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由欢喜传媒、上海拾谷影

业出品，张一白、韩琰、李炳强执导的

电影《风犬少年的天空》日前发布“辞

旧迎新”预告片，彭昱畅、张婧仪、梁靖

康等主演阵容随之曝光。

预告片中，主演们青涩的面孔，具有

时代特色的校服以及地道的重庆话，把

观众代入到互联网兴起时代的“山城”重

庆。青春无敌的他们在夜色江边喊出的

那句“辞旧迎新”，不但是应景当下的跨

年气氛，也预示着他们将跨越青春，用青

春的朝气和勇气迎头踏入社会。（影子）

本报讯由饶晓志导演，刘德华、肖

央、万茜主演的电影《人潮汹涌》经过两个

多月的拍摄已正式杀青。近日，影片曝光

了先导海报以及主创们的杀青大合影。

影片是导演饶晓志继《无名之辈》

后的最新作品，讲述了冷血杀手周全

（刘德华 饰）和落魄龙套陈小萌（肖央

饰），在一次意外中交换了彼此的身份，

从而引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幽默故

事。 （杜思梦）

本报讯 陈正道执导、殳俏编剧，

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

杉等联袂出演的电影《秘密访客》近日

宣布定档6月25日。

电影讲述一个和睦的四口之家，

住进了一位陌生客人，并在同一屋檐

下生活多年。随着记忆之门再次开

启，往事重新浮现，一件件“怪事”也随

之而来，原本和谐的家庭从此不再平

静。该片是导演陈正道继《催眠大师》

与《记忆大师》之后，再度打造的悬疑

类型片。 （杜思梦）

本报讯 两年前，宋小宝微博自

述，有一个当导演的梦；两年后，这个

梦变成了现实。2019 年 12 月 26 日，

宋小宝执导并领衔主演的电影《发财

日记》杀青，片方正式公布演员阵容，

马丽、沙溢、宋小宝领衔主演。

宋小宝透露，拍摄《发财日记》的

想法由来已久，影片故事设定在上世

纪 90 年代到 2018 年，时间跨度近 30
年，讲述了东北穷小子心怀发财梦的

两人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的奋斗故

事。剧组由南至北辗转广东、辽宁、吉

林多地多城取景，计划于 2020 年上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日前，黑色幽默电影《金字

塔之连锁反应》在京举行启动仪式。

王景春、王太利、云兰、景岗山、马卉、

刘羽琦、杨凯迪、朱宏嘉、王倩一、杜鹏

等到场为影片启动掀开序幕。影片讲

述了正义律师一个“误入歧途”的大学

生以反骗方式与金融诈骗分子们斗智

斗勇的故事。

王景春表示，对这样一部具有现

实意义的电影十分期待，电影所展现

出来的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以及黑

色幽默类型电影所特有的喜剧冲突效

果，都是吸引他的地方。该片由无限

精彩（无锡）影业、安徽泽深影业出

品。

（林琳）

黑色喜剧《金字塔之连锁反应》启动

《特警队》导演丁晟：打造中国超级英雄

《急先锋》杨洋硬核打斗“不要命”

《猎神阻击》展现林区猎人英雄形象

第九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在京揭晓

“熊出没”获“亚洲授权业卓越大奖”

饶晓志新片《人潮汹涌》杀青

《紧急救援》全国超前观影昆明“开跑”

军旅电影《边疆军魂》获专家“点赞”

《最后一公里》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哪吒》导演饺子监制《姜子牙》联动短片

张一白《风犬少年的天空》首发预告

陈正道新片《秘密访客》定档6月25日

宋小宝导演处女作《发财日记》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