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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急先锋》全阵容热血集结
大年初一“给你好看”

《守望人》

一个普通牧民丹增以浓烈炙厚

的家国情怀，带着一家人坚守在环境

恶劣的雪域高原上守望国家疆土，要

不时面对非法入侵者、非法盗猎者，

还要面对雪山、草地、自然灾害所带

来的危险，但一家人依然在坚守。他

们相信人在有故乡、人走无家园，守

望国土就是守望幸福，爱国爱家的情

感世代相传着。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剧情

导演：靖军/姬鹏

主演：在帝/兰卡初/扎西邓珠/仁
青娜姆

出品方：传奇芙蓉文化/国蓉红

亿实业

发行方：博视众和文化/富拓文

化/新艺城影业

《士兵顺溜：兵王争锋》

自小怀揣“兵王梦”的顺溜，在

角逐新一届“特种兵王”的过程中，

遭遇了最大的劲敌，争夺兵王之路

困难重重，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危

机之时，边境突发武装冲突，以顺

溜为首的几个人从赛场直接奔赴

战场。

上映日期：1月17日

类型：动画

导演：卢德响

编剧：王刚/林若虹/张沐欣

配音：李正翔/李晔/胡谦/沈磊

出品方：环球数码

发行方：完美影视

《灭绝》（美）

生活在未来的男主 Peter 经常

梦到外星人入侵，自己失去家庭，

妻子 Alice 认为他产生幻觉。结果

真的外星人入侵了，神秘生物空

降地球，硝烟四起战火蔓延，整个

世界被笼罩在恐怖的末日氛围之

中，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发起反

抗 ，而 更 大 的 危 机 已 悄 然 来 临 。

男主早已在梦中演练过很多回如

何对付外星人，为了保护家庭绝

地反击。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科幻/惊悚

导演：本·扬

编剧：斯宾塞·科恩/埃里克·海

瑟尔/布拉德·凯恩

主演：迈克尔·佩纳/丽兹·卡潘/
伊瑟尔·布罗萨德

出品方：美国奈飞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由于月仙、张学松夫妇导

演，于月仙主演的少数民族公益题材电

影《阳光下的少年》于 1 月 11 日起登陆

全国影院。影片首映礼上，前来为影片

首映助阵的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称赞

于月仙“人美心更美”，二人动情回忆多

年友情，携手清唱蒙语歌，感动在场观

众。

《阳光下的少年》讲述了一位善良

坚韧的草原母亲与一双视障儿女的温

暖治愈故事。该片是以“谢大脚”一角

走红的演员于月仙首次自导自演，电影

中，于月仙扮演一位草原母亲塔娜。

作为内蒙古籍演员，于月仙表示：

“家乡是眷恋的，是柔软的。”而家乡的

山水不仅让她长成了一名动人的姑娘，

游牧民族随风的个性也让她成长为一

名坚韧的女性，正如片中的草原母亲塔

娜的坚强与勤劳一般。“为人定要正直，

诚实守信，做人不忘初心”，这也是于月

仙和她塑造的人物“塔娜”在精神上高

度契合的部分。

关于影片创作，于月仙、张学松表

示，该影片致力于表达关注母亲的力

量，孩子成长的力量，着眼于家庭教育，

关爱残障弱势群体，提倡环保意识。

刘能、马丽、陈建斌、小沈阳、宋小

宝、胡军、杨紫、倪大红、凌潇肃、赵汉

唐、句号、张国强、雪村、蓝盈莹、马苏、

董浩、鞠萍、毛孩、程野、杨树林、丫蛋、

谢广坤、曹颖、牛莉、王思懿等通过 VCR
为影片首映送上祝福视频。

电影《阳光下的少年之我的无色世

界》由赤峰极速炫酷、北京瑞麟嘉禾、承

德非凡影视共同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北京泰合弘圣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出品的农村喜剧电影

《奇葩胖嫂》，继中宣部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交流平台面向全国农村

电影数字院线订购出八万多场后，

近日又被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收

购，并拟于 2 月 7 日（正月十四）上午

八点档播出。

该片制片人、编剧之一的张令水

介绍，《奇葩胖嫂》是一部反映社会主

义新农村现实生活的喜剧电影。写

的是老百姓身边的故事，讲的是老百

姓掏心窝子的话，论的是老百姓将心

比心的理儿，唱的是老百姓悲欢离合

的歌。片中胖嫂凭一纸合约不赡养

公公爹，从而引发村民非议。受胖嫂

影响，儿子的婚姻成了“老大难”。为

此，胖嫂十分着急，她搞歪门邪道贿

赂村民，以求评个文明家庭好媳妇，

不料遭村民抵制，落了个竹篮打水一

场空。胖嫂执迷不悟又求黄雀算卦，

结果陷入骗婚圈套，闹出一串串笑

话。村主任和潇潇顺势利导，帮胖嫂

转变，但公公爹不相信她会变好。无

奈之下胖嫂想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计

谋，让公公爹和村民陷入更深的谜团

中。随后故事开始反转，胖嫂的殷殷

之情，声声忏悔，令公公爹和在场的

村民无不动容……

据悉，本片由导演沈聪和青年导

演程目全执导，由程目全、马文平、张

令水共同创作。

（林琳）

本报讯 从1月12日开始，徐峥导演

的春节档电影《囧妈》正式开启“囧途心

启，相拥一刻”全国超前观影路演，主创团

队携《囧妈》，先后走进苏州、南昌、泉州、

石家庄、潍坊、腾冲等城市，与观众提前一

睹“囧妈”真容。当天，电影《囧妈》同步释

出终极海报，年味十足，让人提前感受阖

家欢聚的喜庆气氛。

在苏州站，除了与“旗袍妈妈团”共

同体验评弹、剪纸等传统技艺，祈盼新

春，主创们还在映后，与观众零距离交

流，深入探讨对影片理解，收获诸多好评

口碑。更有郭京飞影迷欢乐带“锅”应

援，现场气氛十分热络。众多家庭共同

观影，收获属于自己的感动，妈妈和儿

子、爸爸和女儿、结婚 35 周年的老夫妻

等等，都分享了自己独特的观后感。

徐峥坦言：“每个人在生命起点的时

候都和妈妈最为贴近，人生到了某个阶

段，我们总习惯性地回望，怎么相处其实

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它是你日常生活当

中每天都要碰到，可学校里却不会教授的

学问。而我发现当我跟妈妈的关系改变

的时候，我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变了。”

影片将于1月25日全国公映，同时登

陆全国超过660家IMAX影院。（杜思梦）

本报讯“从事潜水工作三十二年”、

“执行救援任务四百余起”、“飞行时长

两 千 三 百 余 小 时 ”、“ 救 助 一 千 多

人”……在一串串真实救援数据中，首

部聚焦海上救援题材的《紧急救援》正

式发布“平凡英雄”情感短片，通过海上

救捞英雄们的心声以及他们对救捞事

业的赤诚之心，了解中国救捞队员的真

实人生。除此之外，影片还发布全阵容

海报，面对危机关头全体救捞队员集

结。与此同时，电影《紧急救援》“跨越

山海，送你回家”主题路演于 1 月 12 日

到达成都站。在有着“天府之城”美誉

的成都，影片主创受到千余名观众热情

欢迎，在超强视听的感染下纷纷给出超

高口碑。

在导演林超贤的率领下，演员彭于

晏、王彦霖、蓝盈莹、王雨甜、徐洋、张景

祎一同现身电影《紧急救援》“跨越山

海，送你回家”全国路演成都站，观众齐

呼：“太过瘾了！”在说到拍摄影片初衷

时，林超贤表示：“每个人都会遇到低

潮，在刚刚入行时我遇到很多低谷，甚

至想放弃这个行业，但因为热爱电影我

就一定要熬过去，我要拼到最后一口

气，那口气就是‘勇气’，带着勇气拼过

去。希望我的电影能给观众克服困难

的勇气！”这份勇气也传达给了在场观

众，一位观众看完《紧急救援》后表示：

“正如电影中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战场’，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

的价值，你们通过这部电影，将中国救

捞这一神圣职业介绍给全国观众。而

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了个人价

值，所以我非常感动，从电影中获得了

勇气！”同时还有男粉丝现场表白：“追

随林超贤与彭于晏搭档的电影从《激

战》到《破风》、再到《紧急救援》，一追就

是 10 年。《紧急救援》中的情感真挚感

人，最重要的还是动人心魄的燃。当然

彭于晏也给我深刻的影响，因为你，我

从 160 多斤减肥 30 斤变成现在这样一

个瘦子，谢谢‘男神’在生活中给我前进

的力量！”

电影《紧急救援》取材于真实救援

事件，影片展现了默默守护在海上、用

血肉身躯为国人筑起海上生命线的无

名英雄们——中国救捞人。影片由林

超贤导演，梁凤英监制，是《红海行动》、

《湄公河行动》班底的又一力作，将于

2020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 （杜思梦）

动作大片《急先锋》将于 2020
大年初一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春

节档的一部动作冒险电影，《急先

锋》辗转全球多地取景拍摄，一路

从伦敦、非洲、中东再到迪拜，成龙

带杨洋、艾伦、徐若晗、母其弥雅、

朱正廷打遍全球，拼向世界！近

日，电影再发“Fighting全阵容版海

报”，完美展现“急先锋行动小队”

骁勇风采，还通过黄金车、直升机

等诸多元素尽显剧组恢弘制作。

顶级黄金豪车酷炫亮相

杨洋迪拜飙车激情无限

此次发布的Fighting全阵容海

报，黄金车队与意气风发的急先锋

小队并驾齐驱，色彩明艳饱满，视

觉冲击感极强，尽显恢弘大气！谈

及影片，唐季礼导演曾说一定要有

升级的概念，为达到最佳效果不惜

拼尽全部，尤其是此次动用的黄金

车队，可谓“斥巨资”之作。

“黄金车太不可思议了、太刺

激了，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在迪拜

飙车！”杨洋说。母其弥雅也表示：

“最难的戏份就是从摩托车翻越到

豪车上，因为豪车太贵了，千万不

能受损，真的赔不起！”处处可见整

个剧组不惜一切代价，只为让观众

们有最极限的视听享受。

“成龙不愧是成龙”

用“拼”鼓舞年轻演员

《急先锋》中，成龙不但自己

拼，还带领着年轻演员一起拼，甚

至拼到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拍

动作戏，需要很大的魄力、忍耐力、

挫折、痛苦，才能熬下来”，成龙就

是秉承着这样的信条，为了观众和

全世界的影迷，一直拼在最前面。

拍戏受伤是难免的，成龙全身

上下无数处受过伤的痕迹，都成为

了他的勋章，他表示：“收工没有受

伤就很幸运，受伤也无所谓，对动

作演员来说，不到医院都算小伤。”

这种为了拍戏豁出去的态度让同

剧组的年轻演员钦佩不已，备受鼓

舞，杨洋表示“成龙能拼，对于我们

来说，我们为什么会不拼呢”，艾伦

称：“在成龙的带领下，一定竭尽全

力，大年初一档的时候跟大家一起

拼一拼！”

艾伦与杨洋搭档默契满分

《急先锋》是艾伦第一次尝试

动作片，唐季礼导演曾表示，要将

成龙“边打边搞笑的 DNA”分给艾

伦。艾伦自己也说：“在这个戏里

每一个有我的动作戏我都记忆犹

新，因为这是我之前没有接触到

的。”

从影片最新发布的特辑可以

看出艾伦对动作戏的认真。无论

是智斗反派还是古堡枪战，每个动

作场面都是真枪实干。第一次摸

枪，第一次被空包弹的声响震慑，

第一次在 40度的高温下穿着战斗

服……

此次艾伦饰演急先锋小队的

情报专家，与队长杨洋是合作无间

的默契搭档，多次上演生死时刻，

兄弟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艾伦

称：“杨洋背着我跑的时候，我能感

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嘶吼。”

在嘈杂的爆破戏环境中，两位

演员冒着高温和炮灰，奉献了情

绪高昂的一场重头戏，令人期

待。搞笑功力深厚的艾伦总有办

法缓和紧张气氛，经常在剧组逗

笑众人，让惊险的动作枪战戏也

轻松了许多。搭档杨洋就表示：

“和艾伦哥一起演戏，非常舒服，

他会配合我的情绪，我们两个非

常聊得来。”

影片《急先锋》由唐季礼执导，

领衔主演成龙、杨洋、艾伦、徐若

晗、母其弥雅，特邀出演朱正廷；由

中影（上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腾讯

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礼想

境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鼎盛创新

资本有限公司、深圳广电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出品，人民日报数字传播

有限公司特别联合出品。

本报讯 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

强、刘昊然领衔主演的电影《唐人街探案

3》近日发布“秦风入狱”版剧情预告。一

直想要“完成一次完美犯罪”的秦风，被

警方逮捕入狱。加上秦风口中的“公平

正义，需要牺牲”，不禁让人对这个角色

的发展充满好奇。

预告中，随着唐仁与秦风一路闯关

破案，Q的悬念也越来越紧抓人心。“谁第

一个出现在我面前，谁就是Q”,在这句台

词之下，《唐探》系列的重要角色一一亮

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观众的重点猜

测对象。Q是否就藏在其中，Q背后又有

什么秘密？预告的信息量极大，吊足观

众胃口。

与预告一同发布的，还有一款“招财

版”全阵容海报。在喜气洋洋的背景之

下，十余位亚洲实力演员齐聚，集体化身

“招财猫”，动作神态十分喜感，带来了满

满的年味儿。据悉，电影《唐人街探案3》
即将于大年初一公映。

“老秦，你杀人？”预告中，王宝强饰

演的唐仁发出惊呼，与之相对的，是刘昊

然饰演的秦风双手被拷，锒铛入狱。早

在《唐人街探案》的第一部电影中，秦风

就表明自己想要完成一次完美犯罪。如

今来到第三部，这个角色是否终于做出

了自己的选择，让人好奇。

“再做一次选择，杀了我”，面对神秘

角色开出的救人条件，秦风被推到了致

命抉择面前，他的一句“公平正义，需要

牺牲”，不禁让人为他的命运揪紧了心。

而在秦风被警方带走时，唐仁绝望失神

的目光则让人颇为触动，这对走南闯北

的“唐探CP”第一次面临分别危机，故事

充满悬念。

电影《唐人街探案 3》由万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将

于2020大年初一上映。 （木夕）

本报讯“在我心中那一片大好河

山，我怎么能辜负她的爱……”电影

《中国女排》日前发布由易烊千玺演

唱的推广曲《不分昼夜》MV。在动感

的节奏下，易烊千玺用歌声演绎中国

女排的拼搏精神。MV 一经发布，便

“刷屏”全网，“这首歌和女排太搭了，

燃哭！”，“看到不同年代女排姑娘们

一句‘加油’，泪奔！”据悉，《中国女

排》信息量非常大，涵盖了从 80 年代

到 2013 年，再到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

排 35 年激动人心的传奇历程……父

辈难忘 1981 年首冠的振奋，年轻一辈

对 2016 年里约夺冠记忆犹新。不同

年龄的国人，都将女排当作心中热

爱。

《中国女排》由导演陈可辛执导，

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领衔

主演，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公映。

（木夕）

农村片《奇葩胖嫂》将在电影频道播出

《紧急救援》全国路演成都站收官
影迷：从电影中获得了勇气！

《囧妈》开启超前观影
徐峥“药神”后治愈亲情

《唐人街探案3》发新预告
“唐探组合”遭遇“最大危机”

易烊千玺献唱《中国女排》推广曲《不分昼夜》

“谢大脚”于月仙导演处女作《阳光下的少年》上映

本报讯 近日，由张嘉译、闫妮

领衔主演，姜妍、姬他主演的爱情

喜剧电影《玩命三日》发布“历久

弥坚”版预告。预告中，张嘉译动

情告白闫妮：“你的百分之一，就

是我的全部。”二人眉眼交汇，情

愫流转，尽显夫妻间的爱与柔情，

不仅还原了婚姻过程中的美好瞬

间的，也为这个寒冷岁末带来了

无尽温暖与感动。

在“历久弥坚”版预告中，汪野

与谭雅文的爱情瞬间一一呈现：海

湾大桥上的甜蜜背影、船屋内的相

互依偎、温柔目光下的真情流露

……种种有关爱的细节在动人的音

乐下，尽情的书写着二人在爱情中

最美好的样子。“如果一个女人，能

跟她爱的人，生一个小孩，真的是太

圆满了。”这成为了戳中网友内心最

柔软地方的高频台词，让网友在感

动之余也纷纷讲述自身的对爱情的

期待与看法，并表示“爱很简单，无

非就是，一日三餐都与你，我的孩子

要像你”。

据悉，影片将于2月14日全国上

映。

（影子）

《玩命三日》发布“历久弥坚”版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