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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继发布邓超和俞白眉执导《回乡之

路》单元后，近日再发力，闫非、彭大

魔执导《神笔马亮》单元预告及海报

发布，正式公布主演阵容，沈腾、马

丽领衔主演，魏翔、张一鸣、辣目洋

子主演，韩彦博、赵铁人、赵海燕、潘

斌龙、黄才伦、孙贵权、陶亮特别出

演。

沈腾马丽上演

“西虹市续集”

在闫非、彭大魔执导电影《夏洛

特烦恼》与《西虹市首富》中一脉相

承的元素——“西虹市”，在《神笔马

亮》中也得到了延续。预告中的西

虹市文化馆、西虹市群众文化活动

基地镜头表明西虹市也是《神笔马

亮》的故事发生地，同时魏翔、张一

鸣、黄才伦、陶亮在三部影片中均有

参演。闫非和彭大魔两位导演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在日后的多

部作品里能继续探索这个虚构的地

方，组成一个类似‘西虹市宇宙’的

存在。”同为黄金搭档，沈腾、马丽活

跃于台前，闫非和彭大魔深耕于幕

后。合作十余年来，二人涉猎广泛

佳作频出，尤其在电影领域打造了

独树一帜的喜剧品牌，获得票房口

碑双丰收。此番将“西虹市宇宙”的

版图扩张到《我和我的家乡》中，为

这部国庆必看全民喜剧增添诸多亮

点，引发观众瞩目。

《我和我的家乡》

国庆档期待值第一

《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

演员阵容中既有沈腾、马丽、魏翔、

张一鸣、韩彦博、黄才伦、陶亮、孙贵

权这些合作十余年之久的老搭档老

朋友，还有“老戏骨”赵铁人和喜剧

人辣目洋子、赵海燕、潘斌龙等新朋

友的倾情加盟。基于这样的班底阵

容，影片拍摄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沈腾因剧情需要身着沉重的大鹅玩

偶服拍戏自称“权当减肥了，虽然很

热但和大家聚在一起就很开心”。

受疫情影响马丽没能拍成孕照的遗

憾在本片里得到了弥补，马丽表示：

“很享受这种创作氛围，有一种兄弟

姐妹大家一起过日子的感觉。”第一

次演村长的魏翔是四川人，口音在

十多年前就被带“跑偏”，以致常被

当成东北人；张一鸣此次挑战长发

造型，自曝总把头发吃进嘴里，他还

时不时引领着大家在片场唱起歌；

95后新晋喜剧人辣目洋子对前辈们

“一条过”的精彩表演印象深刻，并

时常被大家的幽默逗乐。

《我和我的家乡》由导演宁浩、

徐峥、陈思诚、闫非和彭大魔、邓超

和俞白眉分别执导五个故事，张艺

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

一白担任总策划，将在今年国庆档

与全国观众见面。

（木夕）

◎ 映画

《芙蓉渡》

以湖南嘉禾历史文化为背景，

讲述了嘉禾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与

入侵当地的日军斗智斗勇、阻止日

军西征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周琦

编剧：卜炎贵/邱黄超

主演：王嘉/李君峰/李华/袁志顺

出品方：潇影第二影业/潇湘集

团/湘绣城/嘉禾县人民政府

发行方：潇影第二影业/羽舟映像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

讲述了机器人初一受命来拯救

处在危险中的人类方元，却因神奇

的脑回路和超能力导致乌龙不断的

故事。

上映日期：9月11日

类型：爱情/喜剧

导演：王韦程

主演：包贝尔/辛芷蕾/魏翔

出品方：宁洋影业/天悦东方/光
线影业/古然德/汉裕影业/思婉影视

发行方：光线影业

《新愚公移山》

傲慢的山神将王屋、太行两座

大山堆在了愚公的家门口，倔强的

愚公决心把大山挖掉。面对众多的

质疑和巨大的困难，愚公毫不退缩，

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村民坚持奋斗。

在斗争中，愚公的儿子清风和山中

精灵微光相互接触，相互理解，找出

另外一条解决之道。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动画

出品方：上海炫动/上电影业/傲
视之环

发行方：灿映影视

《爱上入殓师》

殓师女孩橘子不敢告诉男朋友

魏疗自己的职业，然而魏疗阴差阳

错地发现了，于是提出与橘子分

手。橘子在好友的帮助下，准备挽

回这段爱情。

上映日期：9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王晓杰

编剧：方岚

主演：杨可/张玉轩

出品方：大拿影业

发行方：因为热爱影业

《那年李花正开时》

孟欣的妈妈夏萍身患绝症，怕

女儿受到打击，善意地对孟欣说了

谎，告诉孟欣要出国工作，等到李花

盛开的时候会回来。夏萍出国了，

孟欣每年都期盼着李花快点盛开，

妈妈却一直没回来。

上映日期：9月12日

类型：剧情

导演：赵友

编剧：赵友

主演：王艺霏/柳泉合/段妍妍

出品方：好兄弟影视

发行方：好兄弟影视

《花木兰》（美国）

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

从军、勇战柔然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11日

类型：剧情/冒险

导演：妮基·卡罗

编剧：劳伦·海尼克/伊丽莎白·
马丁/里克·杰法/阿曼达·斯尔沃

主演：刘亦菲/甄子丹/巩俐/李
连杰

出品方：迪士尼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未知嫌疑人》（哥伦比亚）

玛丽娜有天目睹了一次凶杀

案。她把唯一幸存的小女孩安妮带

回家。从此她的命运与这小女孩交

织在了一起。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悬疑/剧情

导演：耶西德·莱奥内

编剧：耶西德·莱奥内

主演：罗伯托·埃斯科巴/玛丽

亚·加维拉/克里斯蒂娜·莉莉

出品方：哥伦比亚光辉电影公司

发行方：中影

《极寒风暴》（法国）

亨利是一位传奇的杀手，生活

在落基山脉广阔的荒野中，在一座

湖畔小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晚年生

活。偶然一天，发生了一场雪地摩

托车祸，一位年轻女子重伤存活，她

的出现打破了亨利平静的退休生

活，亨利必须决定是否冒着生命危

险来拯救她。

上映日期：9月11日

类型：动作/惊悚

导演：弗雷德里克·佩蒂吉安

编剧：弗雷德里克·佩蒂吉安

主演：让·雷诺/莎拉·林德,乔·
安德森/大卫·吉亚西/萨曼莎·邦德

出品方：法国835数码电影公司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国庆档国产动画《姜

子牙》发布“上古神兽四不相”版

预告，讲述四不相从昆仑之巅到人

间废墟，自愿放弃神力陪伴守护姜

子牙的神仙情谊。

与以往《姜子牙》的大片风格

不同，此次预告着重展现影片趣

味、温暖的一面。姜子牙饲养四不

相的“神仙”日常，引起了养宠人

士的强烈共鸣。值得注意的是，除

了让人欲罢不能的萌宠形态，在危

难时刻四不相还会化身威风的上

古神兽保护姜子牙，两人将共同克

服怎样的困境，都有待在影片中一

一揭晓。

《姜子牙》作为彩条屋“中国神

话系列”作品，在构建想象中的封

神世界时，单是前期设定就经历了

反复的打磨过程。如四不相的设

定，源于名著《封神演义》，保留其

作为姜子牙坐骑的经典形象。其

次参考观察了猫、狗、老鼠、羊、雪

貂、兔子等十几种动物，经过 80 余

版的修改迭代，才有了独一无二的

四不相形象。据了解，片中玄鸟、

腾蛇等神兽皆有出处和创新设计，

甚至仅一闪而过的“巨灵神”都有

完整的详细设定，在古老神话之上

赋予想象，塑造了别具一格的神话

世界。

电影《姜子牙》由北京光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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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于 10 月 1 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喜剧片《我的女友是

机器人》日前宣布 9 月 5 日开启超

前点映，并在 9 月 11 日全国上映。

该片由包贝尔、辛芷蕾领衔主演，

开心麻花魏翔实力加盟，讲述机器

人初一受命来拯救处在危险中的

人类方元，却因神奇的脑回路和超

能力导致乌龙不断的故事，两人慢

慢靠近的心更传达了“愿你爱的人

恰好懂你”的美好心愿。

电影中，“怂萌”包贝尔和“怪

力”辛芷蕾的组合极具反差，更将

“女强男弱”的新式情侣关系彰显

得淋漓尽致，直中年轻人恋爱的新

议题。辛芷蕾在生活中不断照顾

与守护着包贝尔，更时时刻刻履行

着保护和拯救他的使命，完全不同

以往的角色设定打破传统套路，在

幽默逗趣的同时引发观众对“女强

男弱”这一爱情模式的讨论。

据悉，本片根据郭在容执导电

影《我的机器人女友》改编，并由

原版合作伙伴提供制作协助。有

了原版团队的前期积淀和保驾护

航，电影质量也有了十足的保证。

在改编方面，影片在保留经典桥段

的基础上，更为故事带来了惊喜十

足的本土化设计。

电影《我的女友是机器人》由

宁洋影业（佛山）有限公司、北京

天悦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

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天津汉裕影业

有限公司出品。

（木夕）

本报讯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近

日曝光了电影《第一炉香》首支预

告，错综复杂的情感浮世绘初露真

容。此次发布的预告颇具诗意，细

节满满，意境感十足，视效画面更是

直击人心。

预告中伴随着一阵悠扬伤感的

音乐，葛薇龙、乔琪乔和梁太太等人

物一一亮相。月色之下，葛薇龙与

乔琪乔浓情相会，情潮暗涌，将这个

动人的爱情故事拉开了帷幕。梁太

太冷艳亮相，情欲戏风情万种。随

着乔琪乔风流浪荡本性的暴露，葛

薇龙最初单纯的爱情理想日益崩

塌。正如预告里所呈现的诗歌一

般，“爱是比深爱更深的不爱，如果

爱是这般自相矛盾，又如何在人的

内心深处，激起如此真挚的情感？”

画面结尾，当一炉沉香燃尽时，故事

将落笔何处，令人期待。

《第一炉香》演员阵容强大，马思

纯和彭于晏将葛薇龙和乔琪乔的情

感悲欢娓娓道来，俞飞鸿饰演的“姑

妈”也让人眼前一亮，红唇黑帽和蕾

丝面纱尽显气质，风姿绰约！影片的

场景、服装和道具都极具复古感与奢

华美，每一帧画面都独具艺术美感，

带给观众十足惊喜。《第一炉香》作为

阿里影业“锦橙合制计划”的全新力

作，由马思纯、俞飞鸿、彭于晏、张钧

甯、范伟、梁洛施、张佳宁、尹昉、秦

沛、白冰等联合主演。 （木夕）

本报讯 作为 2020 服贸会构成

单元的第七届北京市文化融合发展

项目推介会日前举行。中国电影博

物馆与北京演艺集团在推介会上正

式签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

巩固之前双方的良好合作基础上，

扩展、拓宽合作内容与领域，以首都

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为纽带，融合创

新、合作共赢，深化落实文化供给侧

改革，助力电影文化向市民的普及

工作，将更多更好的中外影片，通过

影展策划与落地，带给首都观众满

足市民与影迷的多元化的观影需

要。

据悉，中国电影博物馆与“首艺

联”共同策划的数个中外影片展映

项目正在推进中，届时将有优秀的

国产文艺影片、经典老电影及“一带

一路”国家的优秀影片与北京观众

见面，为北京观众提供更加多元化

的观影选择。

（木夕）

本报讯 动作电影《007：无暇赴

死》近日发布“邦德归来”版全新预

告。丹尼尔·克雷格再度饰演霸气

与优雅兼具的詹姆斯·邦德，“硬刚”

拉米·马雷克饰演的残暴反派。这

将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出演

詹姆斯·邦德。

电影中，世界局势波诡云谲，再

度出山的邦德面临有史以来空前的

危机，传奇特工 007 的故事在本片

中达到高潮。在手段千变万化、发

展日新月异的谍战中，邦德在保持

优雅绅士传统的同时，亦彰显出顶

级特工的超强业务能力。传统的肉

搏枪战不在话下，驾驭高科技装备

更是游刃有余，上天入海无所不能，

抽丝剥茧般解开谜团，一场场恶战

从影片开始缠斗至结尾，让人肾上

腺素飙升。

（杜思梦）

本报讯 继《星际穿越》、《盗梦

空间》重映之后，导演克里斯托弗·
诺兰执导的科幻动作片《信条》9月

4日登陆全国院线。《信条》也是诺兰

第五部使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作

品，公映当天，IMAX 在京就行了

IMAX版《信条》观影会。

从《蝙蝠侠：侠影之谜》开始，诺

兰开启了对 IMAX摄影机长达15年

的探索与创新。在《信条》中，诺兰

继续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影

片的重要场景，例如，实景拍摄波音

747的超强爆破场面。此外，爆炸和

紧密刺激的追车场面，也通过 IMAX
激光校准的数字环绕音响系统释放

出动人心魄的观影冲击。

据悉，为了通过实拍呈现震撼

的时空逆转，需要依赖周密的计划

和大量的排练，主演约翰·大卫·华

盛顿则要学习倒着演出动作戏。诺

兰尽量抛弃特效，全片特效镜头不

超过300个，全程采用 IMAX胶片摄

影机和 70MM 胶片摄影机拍摄，用

大量的实景拍摄带给观众无与伦比

的震撼。炸飞机是真炸，逆向拳头

也是真打。诺兰通过实拍让全剧组

成员“相信”了时空逆转的设定，没

有绿幕，有的全是最真实的演绎。

《信条》首周票房超 2 亿，影片

讲述了世界存亡危在旦夕，“信条”

一词是唯一的线索与武器。主人公

穿梭于全球各地，开展特工活动，力

求揭示“信条”之谜，并完成一项超

越了真实时间的神秘任务。（林琳）

本报讯 9 月 6 日，一部让陕西

乡村小孩成为德国小“影帝”的国

产电影在爱奇艺平台独家上映，这

部由西北大学老师拍摄、真实教师

参演、乡村儿童主演的影片《树上

有个好地方》屡次斩获国内外大

奖，荣获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儿童片提名奖、第 27 届金鸡

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国产新片

推荐”、第 24 届德国施林格尔国际

儿童电影节“杰出演员奖”、第八

届中国影视“学院奖”最佳剧情片

等多个荣誉。

该片讲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

发生在陕西关中农村的童年故事，

在当时以成绩高低作为评判学生好

坏的教学环境中，小学生“巴王超

过”不仅名字特殊，更是老师与校长

眼中不学无术、到处闯祸的“熊孩

子”。得不到家长和老师认同的巴

王超过，将田野里一棵可以栖息的

大树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圣地。直到

有一天，他的处境因为前来下乡支

教的粉提老师而改变……

作为一部将视角投向乡村小学

的剧情电影，影片以充满童真童趣

的叙事，在乡野烂漫间折射出一个

“问题少年”的野蛮成长史，在关注

现实教育问题的同时，不失幽默与

反思，不仅屡次斩获国内外大奖，饰

演本片主角的“陕西熊娃”更是成为

了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电影节认

可的杰出“小影帝”。

此前，张忠华执导的影片《紫

陀螺》取得豆瓣 9.1 超高评分，12
年后原班人马回归打造全新力作，

导演用最接地气的故事与生活，配

合赵雷舒缓的配乐节奏，将亿万互

联网用户拉进一幅充满童真童趣

的乡野画卷，想起那些曾经改变我

们一生的老师们，让观众回忆起有

关自己童年的成长与蜕变。

本报讯 由导演克里斯托弗·
诺兰执导的最新好莱坞科幻动作

大片《信条》9 月 4 日登陆中国内地

影院，影片最新发布“逆向开战”

版预告，宣告逆转时空的救世大战

正式打响。影片上映首日，诺兰与

主演“现身”与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杭州五城的首映场观众进行

在线映后交流，畅谈电影台前幕后

的拍摄花絮，亲自揭秘时空迷局。

映 后 有 观 众 感 叹“ 年 度 神 作 预

定”。

继《星际穿越》、《盗梦空间》在

中国内地复映后，诺兰“时空三部

曲”《信条》压轴登场，在被问及为

何如此钟情“时间”这个概念时，

诺兰透露：“因为时间定义着我们

的存在。而电影又是表达时间概

念的最佳媒介，电影对时间的诠释

有着非常独特的力量。”《信条》这

部电影区别于导演前作的地方是，

男主角没有具体名字，对此诺兰解

释称：“这是采取了悬疑电影的一

种传统，因为展现的是现在时，而

非已经发生的事情，能够让观众更

好地沉浸于电影的故事里。”

《信条》由美国华纳兄弟出品、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约翰·大

卫·华盛顿、罗伯特·帕丁森、伊丽

莎白·德比齐、肯尼思·布拉纳、迈

克尔·凯恩等联袂主演。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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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有个好地方》爱奇艺独播
乡土幽默电影斩获国内外大奖

电影《姜子牙》发萌宠预告

威尼斯电影节发《第一炉香》首支预告

《信条》首周票房超2亿元
IMAX摄影机拍摄效果惊艳

《007：无暇赴死》
发“邦德归来”版全新预告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提前一周点映

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演艺集团
签约助力首都电影发展

《信条》映后获封“年度神作”
导演诺兰亲自揭秘“时空迷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