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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5日是中国传统

节日端午节，电影《封神三部曲》同

过往一样，再次发布了一张节日限

定海报。海报以片中角色的服装

为主视觉，衣服上精致的刺绣纹路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称赞。

《封神三部曲》由黄渤、费翔、

李雪健、夏雨、袁泉、陈坤等主演，

故事取材于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

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讲述了一场

三千多年前人、仙、妖之间旷日持

久的神话战争。

据悉，《封神三部曲》是产业化

以来首部采取三部连拍模式进行

制作的电影作品。按计划，三部将

陆续在2020年、2021年、2022年上

映，但由于疫情关系，三部影片的

上映时间都将有所调整。

本 报 讯 由 东 方 梦 工 厂 及

Netflix 出品，CMC Inc.华人文化集

团公司与华人影业联合出品的合

家欢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近日

发布预告片与先导海报。该片是

Netflix制作的第一部大体量中国动

画片。电影以“嫦娥奔月”为引子，

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庭与亲情、勇气

与梦想的故事。影片有望于今年

秋季与观众见面。

《飞奔去月球》讲述了一个由

神话引发的爱与家庭的故事。片

中小主角菲菲从小听妈妈讲着嫦

娥与后羿的爱情故事长大，她坚信

嫦娥就住在月球上，为了让爸爸重

新相信嫦娥，她决定自己造一艘火

箭飞向月球。海报中，菲菲的玉兔

飞船面貌初露；预告片中，萌萌的

宠物兔“蹦吉”十分吸睛，其乖巧的

外表与可爱的神情“萌力爆表”，直

戳人心。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带来

了一个“颠覆传统”的嫦娥，尽管首

支预告中尚未得见全貌，但预告片

结尾惊鸿一瞥的剪影初现，给观众

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飞奔去月球》的幕后团队可

谓黄金班底，导演格兰·基恩曾为

《小美人鱼》、《魔发奇缘》等经典动

画电影做角色动画设计，其执导的

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获第 90届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编写

《一条狗的使命》、《托斯卡纳艳阳

下》等影片剧本的编剧奥黛丽·威

尔斯担任本片编剧；音乐剧《汉密

尔顿》女主角菲利帕·苏、《宿醉》主

演郑肯、《网络谜踪》主演约翰·赵、

《杀死伊芙》主演吴珊卓均加盟为

影片配音，菲利帕·苏献声配唱。

电影同步发布了先导海报，画

面中大大的月球和小小的人物鲜

活生动，张灯结彩的古镇满溢中国

元素尽显温暖，小巧可爱的玉兔火

箭喷射着绚丽的火焰冲向弯弯的

月亮，至于菲菲和蹦吉在月亮上又

有怎样的冒险？期待影片带来的

惊喜。 （杜思梦）

本报讯 6 月 29 日，即将在韩

国上映的中国电影《攀登者》发布

韩语版海报，再现了三位主角吴

京、章子怡、井柏然在攀登珠峰过

程中遭遇的困境。

在海报中，吴京、章子怡、井

柏然全副武装，被肆虐的暴风雪

包围。吴京胸前挂着登山绳，目

光坚毅；章子怡紧闭双眼，似乎迎

合了人物最终的结局，身上的大

衣已被风雪所覆盖；井柏然头戴

护目镜，眉头紧锁表情有些悲伤，

腰带前的相机十分醒目。

《攀登者》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国内地上映后引发观影热

潮，最终获得 10.97 亿元票房，据

悉，影片将于 7 月 22 日在韩国

上映。

本报讯 已经在新西兰复工拍

摄的《阿凡达2》，于近日发布了全新

的片场照。在片场照上，两位演员

穿着动作捕捉的戏服，正在水下拍

摄特技镜头。其中一个演员以真人

出场，而另一位演员则穿着大型的

戏服，看上去是在扮演某种生物。

由此可见，水下戏份，在《阿凡

达 2》中还是相当重要的。曾经有

报道指出，水下的故事情节，将是

影片的重点。有消息称，为了拍摄

水下戏份，演员凯特·温斯莱特在

水下憋了7分钟。卡梅隆对演员的

严格要求，可见一斑。对于影片的

故事，卡梅隆说：“五部电影，有一

个完整的巨大的故事。但是每部

电影自身又是独立的。所以，这其

中并不像是《指环王》一样，你看完

一部之后，时隔一年还要看另一

部。”此外，华裔女演员杨紫琼顺利

加盟到了剧组之中。她将会在片

中扮演一位名为卡琳娜·莫格的科

学家，其具体的人物设定，目前还

不得而知。

本报讯 日前，纪录电影《这

一年》首度发布预告片及官方剧

照，该片将于 7 月 2 日在视频平

台首映。

在预告片的开头，几个广角镜

头展示着中国式山村的秀丽景色，

但随之响起的旁白却向我们揭示

出这片美景之下是个“一方水土养

不了一方人的地方”。紧接着，视

角由远转近，几个特写镜头将生活

在这里的人民劳苦农作却食不果

腹的贫困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

前后形成的强烈反差，引出本片的

事件背景——为解决山西省岢岚

县的贫困问题，政府计划将 115个

整自然村易地搬迁。电影《这一

年》真实客观地记录下了其中水峪

贯乡的一个偏远乡村里，不同家庭

的起与落。

“易地搬迁”这四个字，看起来

轻松，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政府

想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人民却难

舍这一方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

“庄户人家是以种地为主”、“去了

城里没地了，就是关住门往死里

饿”。在村民的纠结中，搬与不搬

之间的各种情绪，交织着人性最原

始的思考。这无关对错的矛盾与

较量贯穿始终，时刻牵系着观众的

情绪。

本报讯 日前，反映优秀共产党

员孙港样先进事迹的电影《孙港样

的样子》开机。电影讲述的是发生

在贵溪市河潭镇花屋村的真实故

事，以河潭镇花屋村原党支部书记

孙港样为原型，是一部反映先进基

层党支部书记的写实性故事片。

孙港样在花屋村深耕38年，带

领村干部和广大村民，积极投身新农

村建设，脱贫攻坚、发展集体经济，彰

显了一名村支书爱岗敬业、敢于担当

的为民情怀，孙港样先后获得江西省

劳模、江西省百名农业创业明星、鹰

潭市劳模等多项省市荣誉。

值此建党99周年来临之际，在

孙港样工作和生活的花屋村拍摄《孙

港样的样子》，以原生态、原场景的方

式将孙港样“一心为民、一生为村”的

暖心故事搬上银幕，谨以缅怀和致敬

离去的孙港样，进一步教育和激励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学习和弘扬孙港样

为民务实、敬业担当的崇高精神。

Netflix首部大制作中国动画
《飞奔去月球》首发预告

《攀登者》将在韩国上映

讲述党员孙港样先进事迹

电影《孙港样的样子》开机

纪录电影《这一年》发布首支预告

《阿凡达2》水下戏份成影片重点

《封神三部曲》发布端午限定海报

本报讯 电影《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的制作公司十月文化近日

宣布，该公司获得真人版《三体》

院线电影的承制工作,《大圣归来》

导演田晓鹏将担任导演。据悉，

真人版《三体》将成为十月文化的

首部真人院线电影，未来该公司

的电影项目还包括《深海》、《大圣

闹天宫》等。

十月文化还在公告中表示，

原彩条屋影业创始人、总裁易巧

将出任十月文化联合创始人、总

裁，原彩条屋影业总制片人魏芸

芸将出任十月文化首席内容官。

CCTV-6电影频道收视排行榜
统计期限（2020年6月12日-2020年6月18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片名/栏目

故事片《狐踪谍影》

故事片《黄飞鸿之南北英雄》

故事片《超萌英雄》

故事片《老师·好》

首播《夺魂异阵图》

光影星播客

首播《刀剑道》

故事片《不肯去观音》

周末影院《新龙门客栈》

故事片《太平轮·彼岸》

动作90分《六指琴魔》

今日影评

收视率%

1.17
1.09
0.89
0.82
0.78
0.75
0.75
74.00
0.74
0.64
0.63
0.61

收视份额%

5.55
5.30
4.18
3.96
3.72
4.84
3.45
5.08
5.40
3.24
4.45
4.20

本报讯 6 月 28 日，第 14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发布了三款主

视觉海报，主题是“回归”，三款

海 报 分 别 是“Back to FIRST（回

到 FIRST 影 展）、Back to Future
（回到未来）、Back to Cinema（回

归电影院）”。

海报分别以红、蓝、黄为主色调，

主角为人、鱼和火车，每张海报都有

一个主角逆流而上，代表了FIRST青

年影展迎难而上，推动中国年轻的电

影人和电影业成长的决心。

据悉，第 14 届 FIRST 青年电

影展将于 7 月 26 日-8 月 3 日在

西宁举办，届时井柏然、易烊千

玺、黄轩、文牧野将亮相影展，终

审评为则是蔡尚君、段奕宏、马

伊琍、王传君、许月珍。

本报讯 近日，由新锐动画工作

室STUDIO COLORIDO制作，“日本

青春情感动画掌门人”冈田麿里担

任编剧，志田未来、花江夏树等人

气声优参与的日本动画电影《无

限》发布中国专属版海报。

海报整体画面色彩明亮，质感

十足，在一片干净的晴空下，“无

限”手握猫咪面具、日之出怀抱猫

咪太郎，两人肩并肩一同微笑，夏

日的甜蜜气息扑面而来。

本片主要讲述了绰号叫“无限”的

女生笹木美代偶然间得到了一副只要

戴上就可以变身为猫的面具，从而展开

的一段奇幻经历。美代为了更加靠近

心上人日之出，所以每日化身可爱猫咪

“太郎”陪在他身边，但久而久之自己与

猫之间的边界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本报讯 近日，由封其柳、余小

健任出品人，吴镇宇主演并任艺

术总监的院线电影《爷们》在云南

西双版纳正式开机。

影片讲述了男主肖剑锋在一

次代号为“磁石”的行动中被陷害，

在海外被关押了25年，为了妻子和

腹中孩子的安全，与家人断绝了一

切联系。25年后，肖剑锋出狱回到

香港寻找妻儿，发现早已物是人

非。正当心灰意冷时，肖剑锋突然

受到神秘人的委托，只要按照指示

行事，就会告知他妻女的下落。而

另一方面，肖剑锋的工程师哥哥一

直潜心研发的“无影之墙”防御系

统，在无意中破解了玉石机密及其

背后复杂的毒品交易网络，正当一

切真相即将浮出水面之时，却被人

暗杀了……

由于《爷们》聚焦了一条复杂

的毒品交易网络，取景地第一站

选择了充满异域特色和神秘感的

西双版纳，主创团队更是特意将

当地的民俗风情与剧情相结合，

将环境氛围烘托到极致，就此一

幅波云诡谲的画卷徐徐展开。据

了解，为了给观众呈现最极致的

视听盛宴，《爷们》还将奔赴国内

外三地拍摄，甚至不惜斥重资打

造各种大场面、大场景，来烘托剧

情氛围呈现视听体验。

为了保证影片质量，《爷们》

在团队搭建上可谓下了一番苦

功，力邀林韬操刀掌镜，任达华、

吴镇宇、张蓝心、邱意浓、曾江等

演员加盟。

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发布主视觉海报

《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
将执导《三体》真人版

任达华吴镇宇主演《爷们》云南开机

动画电影《无限》发布中国版海报

本报讯 由李霄峰执导，罗晋、

聂远、辛鹏、黄觉等主演的犯罪电

影《灰烬重生》日前发布终极海报，

海报用素描手绘的方式勾勒出拥

挤的人物群像，一片黑暗之中，罗

晋、辛鹏两人赤红如血，非常突出，

这种表现形式可能暗示着两人在

剧情中非同寻常的关系。

影片讲述两个陌生人因为一

本《复活》成为笔友，各自犯下滔天

大罪后各奔东西。十年后，回忆找

上门来，他们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过

去的罪恶。该片于 6 月 25 日上线

视频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又是

一部“院线转线上播出”的电影。

电影《灰烬重生》原名《追·
踪》，是李霄峰导演继《少女哪吒》

后的第二部长片电影。与前作相

比，《灰烬重生》在题材、叙事和体

量上都有很大差异。导演李霄峰

此前曾表示：“影片注重的不是案

件本身，而是凶案发生后的十年

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变，

有人在欲望深渊里沉沦，有人爬了

出来。”

《灰烬重生》发布终极海报

本报讯 由刘猛执导的《女特

警》近日在海南杀青。其中，演员

保剑锋饰演了闪电突击队大队长

彭鹰翔一角，此角色与保剑锋近

年来饰演的总裁、帝王等形象截

然不同，自开拍之日起就引发了

不少观众的期待。

《女特警》讲述了在特警大

队长彭鹰翔的“魔鬼训练”下，一

支独特的女子特战小组——代

号“霹雳”，快速成长绽放出警界

独特风采的故事。剧中作为大

队长的保剑锋经常身着各种形

式的特警制服，造型干练帅气。

在杀青释出的照片中，他身穿特

警迷彩作战服，脸上画满油彩神

情严肃，手持冲锋枪与人眼神对

峙，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撩拨观众

的神经，更诠释出硬汉队长的别

样风彩。

据悉，保剑锋为了真实还原

常年奋战在前线的特警形象，不

仅坚持健身让自己的身材更加符

合角色，进组后还进行专业的动

作训练。此次在《女特警》中，他

也有不少实景拍摄的动作戏。

刘猛执导《女特警》杀青

本报讯 近日，第一商业网&凯

麒投资在广州百信广场举办“后疫

情时代：广东影院+商业地产如何

突围”主题沙龙，特邀行业专家、多

家购物中心及影院代表，共谋发展

之策，支招电影产业复苏。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沙龙也是广东资深电

影人与商业地产界在后疫情阶段

的全国首次交流会。

沙龙由第一商业网兼凯麒投资

董事长黄华军主持，广东省商业地产

租赁协会会长朱万果，广州市青宫影

城营销总监、原广东省人大常委祁

海，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资深

院线行业专家赵军，中国著名影视编

剧、原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邓

原，资深电影制片人、珠影集团制片

主任杨泽生，原广州市电影公司经理

邓翅翔，中环春天影院管理公司董

事、原珠江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卢涵，广州百信商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袁淑红，嘉裕太阳城广场总经理黄

权藩等嘉宾就当前困境纷纷发表了

各自的“破局”思路。

影院代表指出，零收入下的场

租、物业成本、人员成本一直在挤

压企业的生存空间，没有新片上

映，其现金流终将压垮影院。传统

影院模式的“单一性”让其在疫情

面前不堪一击，当前除了寻求政策

上的支持和甲方优惠扶持外，当务

之急是寻求破旧创收的新模式。

面对影院方的诉求，商场代表

纷纷表示与影院是唇齿相依的关

系。影院作为购物中心的标配，是

展现商场精神文化的载体之一，也

是消费者享受美好生活的体验场

所。商场方希望携手影院，通过电

影素材、历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

文化联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从

而推动人文精神建设。

此外，资深电影行业专家更现

场生动地分享了老片“创收”的经

验，以及珍贵的行业发展历史，为

影院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践行方

向。嘉宾们就“文化联动”的模式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双方思维碰撞

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现场互动气

氛活跃，致原计划两小时的会议延

长到三小时。

“后疫情时代：广东影院+商业地产
如何突围”主题沙龙广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