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去年在《我和我的祖国》中

执导《夺冠》单元的徐峥2020年再执导

筒，在“祖国”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中

执导《最后一课》单元。该单元由范伟、

徐峥、卢靖姗、张译、于和伟、陶虹、卫

莱、李晨、杨紫、蔡蝶、王俊凯、陈数、雷

佳音、刘炫锐、张建亚、张芝华、韩昊霖、

李易峰主演。徐峥领衔全明星阵容上

演乡村小学故事，演绎暖心师生情。

在去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

祖国》中，徐峥执导《夺冠》单元凭借精

彩的故事、精湛的表演、精巧的画面收

获大量观众好评。2020年，徐峥在《我

和我的家乡》中再执导筒打造《最后一

课》单元。此次曝光的单元预告信息量

庞大、剧情悬念十足。伴随一通国际长

途电话打来，望溪村全村陷入了忙碌之

中，为参照老照片恢复出 1992 年的一

堂课，全体村民齐心协力，甚至模拟还

原当年那场瓢泼大雨。究竟是谁打来

的神秘国际长途电话？望溪村全体村

民要帮老范（范伟 饰）解决什么问题？

据介绍，为打造《最后一课》单元，

徐峥陶虹夫妻同框“合体”上阵，呼朋唤

友组建全明星阵容，既有演技实力派，

也有人气新生代，在预告中众多演员镜

头虽短却都让人过目难忘。张译自带

“鬼畜”效果的台词演绎方式充满喜感，

于和伟、卫莱、李晨、蔡蝶、陈数、刘炫

锐、张建亚、张芝华等一众演员所饰村

民齐聚大会，杨紫碎花头带造型十分接

地气，王俊凯首演喜剧蜂农造型江浙口

音引人惊喜，杨紫、王俊凯二人角色堪

称望溪村“村花村草”。在预告的结尾，

范伟问雷佳音为什么头大，雷佳音自曝

“憋（大）的”，让观众看后不禁会心一

笑。老范的“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

只待上映后揭晓答案。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单

元呈现出的浓郁市井气息与烟火气人

情味儿备受观众热议，“徐峥拍的上海

弄堂生活”曾登微博热搜第一。在生活

感的打造方面，《最后一课》对《夺冠》进

行了延续，热闹的村民大会、热烈的集

体鼓掌、热诚的情感表达等都令观众倍

感亲切熟悉。此番徐峥还专门邀请摄

影师曹郁助阵，首度合作的二人经常产

生灵感碰撞，达成了“以更宽的视角来

呈现最美家乡”的创作理念，让每一个

单位镜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量能

够最大化，从预告中大气的长镜头、恢

弘的航拍等可见一斑。

全民喜剧《我和我的家乡》由五个

单元故事构成，至此影片全部单元均已

曝光。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

为轴讲述七个历史瞬间引燃全民记忆，

《我和我的家乡》选择以空间为序讲述

发生在祖国五大地区的家乡故事勾连

全民情感。陈思诚执导《天上掉下个

UFO》聚焦贵州黔南苗寨，讲述农民发

明家的故事；宁浩执导《北京好人》上演

张北京续集，尽显首都北京之“局气”；

邓超、俞白眉执导《回乡之路》致敬治沙

英雄，陕北民俗风情一览无遗；闫非、彭

大魔执导《神笔马亮》沈腾、马丽再合

作，完美演绎东北人的天生幽默；徐峥

执导《最后一课》镜头对准江浙沪乡村

小学，演绎暖心师生情致敬乡村教师。

影片每个单元都特征显著、看点纷呈，

并屡屡登上各平台热搜榜前列，引发全

民关注热议，票务平台想看人数也日渐

激增，曾创下单日想看新增超 2.8万的

优秀成绩。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由九大导演携

近百演员组建的中国喜剧梦之队倾力打

造，旨在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欢乐盛宴，

被观众评为国庆档期待值第一影片。该

片将在10月1日正式公映。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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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春天的列车》

将要被火车配件厂买断工龄

的李大川，因意外事件被工厂保

安当成小偷当场抓获，导致他失

去了领取四万元补偿金的资格。

李大川为了找回清白，过上了一

边寻找小偷、一边为生活奔波的

日子。

上映日期：9 月 17 日

类型：青春/悬疑

导演：李骥

编剧：李骥

主演：李岷城/任素汐/何巍然

出品方：影聚天际/天画画天

发行方：享票网/耀影电影发

行/国影纵横

《麦路人》

曾是一位金融才俊的阿博，

终日在 24 小时快餐店借宿，店内

有不少同路人与阿博为伍，相互

改写了各自的人生。分别有一直

为奶奶还债而债台高筑的妈妈带

着囡囡、不敢回家的等伯、刚离家

出走的少年深仔，还有暂居庇护

宿舍的歌女阿珍都以阿博为首，

各人互相扶持，希望能尽力帮助

彼此走过人生低谷。

上映日期：9 月 17 日

类型：剧情

导演：黄庆勋

编剧：潘幸枝

主演：郭富城/杨千嬅/万梓

良/张达明

出品方：寰亚音像/无限动力/
拉近影业/寰亚电影/墨客行

发行方：墨客行影业/寰亚

《蓝色防线》

真实记录了我国第一支整建

制维和步兵营，在战火纷飞的南

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保护当

地难民营与守护一方安全的故

事。

上映日期：9 月 18 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尚昌仪/周德新/刘欣

编剧：刘欣

主演：鲁成军/王震/姚道祥/李
东

出品方：河影集团/识君影视/
中影股份/腾讯影业/嘉行影视/细
蓝线文化

发行方：中影

《邻里美好的一天》（美国）

新闻记者罗伊德被安排采访

罗杰斯先生，作为杂志新一期的

英雄人物专题报道。试图借机挖

掘罗杰斯先生阴暗面的罗伊德，

也正因自己与父亲的矛盾面临着

家庭问题和个人困境。而在采访

过程中，他被罗杰斯言行一致的

真诚善良慢慢影响，与父亲、儿

子、妻子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

上映日期：9 月 18 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玛丽埃尔·海勒

编剧：迈卡·费兹曼·布卢/诺
亚·哈普斯特

主演：汤姆·汉克斯/马修·瑞

斯/苏珊·卡莉奇·沃森

出品方：美国三星影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

《死无对证》（意大利）

刚获选米兰的年度企业家有

着让人称羡的妻子与女儿、还有

一名美丽情妇。他却因谋杀情妇

的罪嫌被软禁，寄希望于一位知

名女律师帮他洗脱罪名。而在女

律师与其核对证据的过程中，竟

牵扯出另外一桩命案。两桩命案

交织，疑点重重、真相难辨……

上映日期：9 月 18 日

类型：悬疑

导演：斯蒂法诺·摩尔蒂尼

编剧：奥里奥尔·保罗/斯蒂法

诺·摩尔蒂尼/马西米利亚诺·坎通

尼

主演：里卡尔多·斯卡马奇奥/
米丽娅姆·莱昂内/马丽娅·派雅托

出品方：意大利比克传媒公司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由陈可辛监制、张冀任剧

本监制、许宏宇执导的青春热血励志电

影《一点就到家》将于 10月 1日国庆上

映。在近日发布的剧照中，“追梦三憨”

中的彭秀兵（彭昱畅饰）成了“热血金句

扛把子”，演绎年轻人不怕跌倒、勇往直

前的精神。

在《一点就到家》里，彭秀兵这样一

个平凡的小人物展示出了不一般的大

能量。“外面的路走得慢，家乡的路任你

闯”，追寻梦想，他不走寻常路，把圆梦

基地从北上广转移到了云南千年古

寨。在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奋斗过后，彭

秀兵心中仍有着质朴的梦想，那便是为

自己的家添砖加瓦，改变身边的人的生

活。于是他从北京出发说走就走，回到

云南说干就干。这样的梦不能只靠“愣

头青”一人的横冲直撞，彭秀兵看起来

虽是憨味十足，但搞起梦想来可一点都

不含糊。从早前公开的预告中，我们可

以得知彭秀兵带上了来自大城市的“军

师”魏晋北（刘昊然饰），还拉上古寨另

类梦想家李绍群（尹昉饰）入伙，为实现

梦想可谓是做足准备。

除了黝黑的皮肤、憨实的表情，彭

秀兵永不言败的乐天派精神是他标志

性的亮点。在这段“逆行”的逐梦之旅

中，他越挫越勇，不轻易向眼前的困境低

头。一句“我们不是失败，只是暂时还没

有成功”，言语朴实，却有力又暖心，也给

奔波在奋斗路上却仍有些小迷茫的“北

上广在逃社畜”们灌了一大口鸡汤，让他

们心中的热血再度沸腾了起来。

《一点就到家》既固守高品质的号

召力，又不乏对新兴元素的探究与尝

试。影片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娓娓道来

了当下年轻人最真实的奋斗故事。

（杜思梦）

本报讯 电影《夺冠》（原名《中国女

排》）日前宣布提档9月25日，正式吹响

2020 国庆档前哨！词条“电影夺冠提

档”瞬间冲上微博等多平台热搜榜单，

观众高涨的观影热情席卷全网。为顺

应影迷心愿，9月 14日，《夺冠》正式开

启全国预售。

《夺冠》曾因疫情遗憾撤出春节档，

此番提档，片方一鼓作气发布奖杯版海

报与拼搏版预告，以回馈大众8个多月

殷切的等待，同时曝光李现饰演的“王

干事”一角。海报中，1981年女排世界

杯的冠军奖杯被高高举起；预告中，三

代功勋教练串联起中国女排40年光辉

岁月。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女排精

神，源自五千年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

中华气概。《夺冠》提档，也昭示着华语

影人在影院复工后的决心和雄心。影

片由陈可辛执导，张冀编剧，巩俐、黄

渤、吴刚、彭昱畅、白浪、中国女子排球

队领衔主演，李现特别出演。

《夺冠》回溯了中国女排 40年风雨

征程。5 个世界杯冠军、2 个世锦赛冠

军、3 个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共 10 次

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40 年前，万人

空巷，亿万国人守着电视机热泪纷飞，

见证中国“三大球”首个世界冠军诞

生。如今，中国女排已是举世瞩目的

“十冠王”，粉丝遍中华。

国民级剧情吸引了国民级梦幻演

员阵容鼎力加盟：女演员巩俐出演教练

郎平，“眼神杀如本尊附体”；有口皆碑

的“影帝”黄渤出演陈指导，与巩俐首次

“王者联袂”看点满满。“老戏骨”吴刚、

青年演员彭昱畅亦在片中有惊喜表现，

2016年里约奥运冠军队更是被导演陈

可辛“借”来，几乎全员出演。最令人叫

绝的是，郎平女儿白浪将饰演青年“铁

榔头”，在银幕上重现母亲的英姿。演

员阵容一一曝光后，网友感慨：“没有比

这更理想的阵容了。”

影片拼搏版预告惊喜曝光了新生

代演员李现特别出演的80年代国家体

委科教科王干事一角。作为中国女排

的“头号迷弟”，李现对这次客串感到兴

奋，并表示“拼搏”和“不放弃”两个词

语，是他心目中对女排精神的最佳解

读，“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我们奋斗的这

一代的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精神。”

为更好地呈现振奋几代国人的女

排精神，剧组扫遍全国，从几千名排球

运动员中层层挑选，在岩井俊二支援

下，找来日本前国手出演。片中几场关

键赛事，女排姑娘的对手都是真正的女

排名将。如此挑战，陈可辛真诚表示：

“要尽量做好每一个细节。”巩俐黄渤也

感叹是拿出了“女排精神”在完成这部

戏，作为非专业运动员，主演观摩女排

国家队训练、比赛，还要接受大量的训

练。拍摄期间，几位主创练球练到手

肿。但纷纷表示：“能参与这部作品，本

身就是荣耀。” （木夕）

本报讯国庆档超级动作大片《急先

锋》将于9月30日上映。近日片方发布

“冲锋在前唐季礼”导演特辑，唐季礼、成

龙带领全体主创以身作则，向大家展示

了勇于创新和挑战的“急先锋精神”。片

中相当多的危险动作戏，演员不用替身

亲身上阵。唐季礼表示，栽培下一代演

员，是《急先锋》努力做的一件事。

此次发布的特辑中，导演唐季礼以

身作则定义了“急先锋”精神：“在任何

一个行业，如果你能勇于创新，勇敢挑

战力所不能及的事，你就是急先锋！”主

创们在唐季礼导演和成龙的带领下，创

作上严格要求，演员不用替身亲身上阵

危险动作戏，只为给观众带来最精彩刺

激的视觉享受。

作为将华语电影推向国际的先锋

人物之一，唐季礼此次也通过影片再次

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据悉，

《急先锋》取景横跨亚非欧，去了5个国

家9个城市，海陆空三栖拍摄，可谓“环

游世界”。

唐季礼表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核

心是要有外国观众能够接受的演员，而

栽培下一代演员，是《急先锋》在努力做

的一件事：“给下一代演员铺路是我们

的责任。这次我希望通过成龙大哥的

国际知名度，通过我们这么大的投资，

把杨洋、艾伦、母其弥雅，把更多的中国

演员推向国际。”而年轻演员们也不负

众望，在电影《急先锋》中为观众们交上

了一份惊艳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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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演楼学贤，特别演出朱正廷、杨建平、王

延龙、王驹等。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我的女友是

机器人》主演包贝尔来到佛山中

影世博国际影城与现场观众互动

交流。

观影后，很多观众都谈及“这

是我今年来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

影，没有让我失望”，“自从疫情到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放

松笑过了”。

在聊到角色塑造方面，包贝

尔表示“我这次饰演的角色是一

名 30 岁的大人，更能代表都市底

层青年的形象”，在生活压力下倔

强前行的他，让每一个奋斗着的

年轻人都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缩

影。

影片中，两人一同回到包贝

尔成长的家乡，在熟悉的街头巷

尾，包贝尔仿佛再次看到了他最

思念的亲人和童年时无忧无虑的

自己。当打开儿时珍藏的宝箱，

他似乎又回到了“有颗糖就能开

心的年华”，道出了每个倔强前行

的成年人“能不能不做大人”的心

声，戳中了无数观众的柔软内

心。当许久不见的奶奶再次出现

在面前，他喜极而泣的模样与闪

回的一幕幕温情回忆更让观影礼

现场的诸多观众感同身受，更有

人哽咽发言，“珍惜眼前人，因为

以后没机会了”。“想你们了，来我

梦里看看好吗”，“我们还会再见

吗”的留言催人泪下。

包贝尔也动情分享了自己和

奶奶之间的感人回忆，“奶奶临走

前患了小脑萎缩，即使她不记得

我，但我依然爱她”。

最后包贝尔送上签名海报，

并与全场影迷合影留念。

（王冰璐）

本报讯 即将于 9 月 18 日全

国上映的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

线》近日发布“破晓之前”版终极

预告，并于 9 月 12 日、13 日两天，

开启全国 30 城超前点映。

《蓝色防线》为中国赴南苏丹

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亲历记录，

历经五年（2015-2019）跟踪拍摄，

横跨中国和非洲大陆，真实展现

了我国第一支成建制维和步兵

营，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

在战火纷飞中保护当地难民营安

全的故事。

“进入维和任务区，相当于进

入真实的战场。”在终极预告中，

中国维和步兵营官兵们，一方面

要维护联合国难民营日常安全，

处理私藏枪支毒品、打砸抢烧等

各种安全隐患及冲突事件。同

时，在战争发生时，他们更是坚守

在最危险的一线执行维和任务，

并根据交战规则，快速灵活处

置，防范和应对暴力冲突，如对

擅闯联合国营地的武装人员进

行警告及驱离，转移救助民众，

迅速组织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

抢救。面对愈演愈烈的冲突，

“只要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撤退

命令，没有一个人说离开这个地

方”，中国维和战士们即便是面临

生死考验，依旧不忘坚守职责，成

为当地民众心中最坚强最可靠的

和平守护者。

（赵丽）

《我和我的家乡》发《最后一课》单元预告

《急先锋》发“导演冲锋在前”特辑
唐季礼：给下一代演员铺路是我们的责任

《夺冠》提档9月25日“冲锋”国庆档

《一点就到家》发最新剧照
“追梦三憨”要将梦想进行到底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主创做客中影星美

《蓝色防线》发“破晓之前”终极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