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将于国庆上映的全民喜

剧《我和我的家乡》五个故事单元已

全部发布，引发全网热议，屡屡登上

各平台热搜榜单前列，并一举成为票

务平台同档期影片“想看”增长冠

军。影片近日发布“走心”版预告和

“喜极而泣”版海报，全明星阵容集体

亮相，一众实力演员喜极而泣感染力

十足，预告片结尾《我的祖国》熟悉旋

律响起，“一条大河波浪宽”唤起全民

炽热乡情。

全明星演员强势集结

五单元唤起难舍乡情

伴随着《我和我的家乡》“走心”

版预告、“喜极而泣”版海报的发布，

影片曝光全明星演员阵容。在预告

片中，黄渤、葛优、范伟、邓超、沈腾、

王宝强、张占义、徐峥、闫妮、马丽、刘

昊然、刘敏涛、卢靖姗、王子文、魏翔、

王砚辉、张译、王源、张一鸣、王迅、于

和伟、苗阜、辣目洋子、董子健、吴京、

佟丽娅、孙俪、彭昱畅、岳云鹏、贾玲、

黄才伦、陈数、孙贵权、雷佳音、陶亮、

韩昊霖、李易峰悉数亮相，两分多钟

的预告片浓缩展现了影片借五个家

乡故事抒发家乡情怀，与观众相约影

院共度国庆中秋佳节的温暖祈愿，预

告片结尾响起《我的祖国》熟悉旋律，

瞬间勾起藏于心底的家乡回忆和对

家乡的思念。海报上一众主演喜极

而泣笑中带泪，感染力十足，彰显了

影片将在欢笑与泪水中唤起观众对

家乡的眷恋。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事

单元既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瞬间，也有

让人感动落泪的时刻。由陈思诚执

导，黄渤、王宝强、刘昊然等主演的

《天上掉下个 UFO》单元讲述发生在

贵州黔南苗寨的乡村致富故事；宁

浩、葛优再合作打造《北京好人》单元

上演张北京续集，镜头对准在北京漂

泊的异乡人；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

单元中，范伟饰演一名曾在望溪村任

教十年的乡村教师；由邓超、俞白眉

执导，邓超、闫妮主演的《回乡之路》

单元，演绎陕北乡党将四百万亩毛乌

素沙漠给“整绿了”；在闫非、彭大魔

执导的《神笔马亮》单元中，出生在东

北山村的马亮（沈腾 饰）感慨“很多

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希望

自己能为家乡做点事情。五个故事

单元的主角用不同的方式建设着家

乡，只因他们心中都有着相同的情

感，“饮水思源、叶落归根”，对于中国

人来说，“家”永远是最割舍不掉的情

结，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是每

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百名喜剧人共话家乡

相约电影院共度佳节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由九大导

演、近百演员组建的“中国喜剧梦之

队”打造，导演、演员均来自祖国五湖

四海，因为《我和我的家乡》而聚在一

起。既是《北京好人》单元导演也是

“家乡”总导演的宁浩表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家乡，每个城市都有很多

的外地人，离开家乡之后才会觉得家

乡的概念更清晰，更重要，分量也变

得更重。”《最后一课》单元导演徐峥

说：“家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

安全的港湾。”《天上掉下个 UFO》单

元主演王宝强说：“家乡是人永远的

根，要常回家看看，也要有能力为家

乡做些事情。”《神笔马亮》单元主演

沈腾认为：“家乡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提供所有珍贵回忆的地方，包括人格

的养成。”邓超、俞白眉两位导演自身

是离乡多年的游子，但对家乡却秉承

着相同的炽热情感，此番聚在一起打

造《我和我的家乡》，旨在与观众共同

畅叙深植中国人基因中的家乡情怀。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自对外发

布以来就备受关注，每个故事单元曝

光都屡登社交网络平台、短视频平台

热搜榜单前列，近一个月来收获全平

台热搜共 28 个；票务平台“想看”人

数也呈现直线激增趋势，成为同档期

“想看”增长第一影片。作为 2019 年

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姊

妹篇，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为

序讲述祖国五大地区的家乡故事，勾

连全民家乡情感。

影片将于 10月 1日正式公映。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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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陈可辛监制，许宏宇执

导的青春励志电影《一点就到家》近日

宣布改档10月4日全国公映，并宣布将

于 9 月 26 日、10 月 1 日至 3 日开启点

映。该片也成为国庆档首部宣布开启

点映的影片。日前，影片发布新预告，

特邀出演李佳琦惊喜现身。刘昊然、彭

昱畅、尹昉带着“国货之光”普洱咖啡如

何闯出云南千年古寨的故事线索也首

次露面。据悉，该片将于9月26日在哈

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济南市、石家

庄市、洛阳市、郑州市、太原市、天津市、

临沂市首次开启10城点映。

电影《一点就到家》是李佳琦的银

幕首秀，虽然是本色出演，但他表示依

然非常紧张。在拍摄开始前，李佳琦

同导演许宏宇就表演、台词交流许

久。谈及首次拍电影的感受，李佳琦

表示“拍电影跟直播，真的是太不一样

了，虽然是演我自己，但拍电影我是

‘小白’，有很多表演细节要学习揣

摩。说实话，我从没有一场直播如此

紧张。虽然开拍前我还跟昊然、彭彭、

尹昉说‘不要紧张，都是我来卖’，但我

内心真的很慌”。

电影中，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三

个新时代青年梦想合并，一起干大事的

热血奋斗非常动人。而李佳琦的成长

之路，也是如此靠着热爱和梦想一路打

拼。正如李佳琦在采访中说道：“找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热爱的东西，去不断

地钻研它，去攻克各种各样的难关，你

一定会发光发亮的。”从一个小城市的

“柜哥”，成长到千万粉丝的大主播，坚

持、热爱与努力是最好的方法。

在《一点就到家》最新的预告里，魏

晋北（刘昊然饰）、彭秀兵（彭昱畅饰）和

李绍群（尹昉饰）带着“国货之光”普洱

咖啡如何闯出云南千年古寨的故事线

索也首次露面。片中三个主人公的经

历既是对梦想的鼓舞，也是后浪居上的

写照。正如刘昊然在社交平台谈及影

片时表示“没有没有真正的Loser，只有

送错地方的包裹，没找对梦想的舞

台”。 （杜思梦）

本报讯 电影《夺冠》近日发布时代

版预告。预告以引领中国女排两个时

代的郎平、朱婷为线索，展现了以两位

主攻手为代表的国家队如何在逆风中

顽强成长，成为让全世界敬畏的“金牌

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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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于9月25日全国公映。

“朱婷，为什么打球？”巩俐所饰郎

指导大声问朱婷。彼时《夺冠》中的朱

婷还未找到真正的答案，遂回复：“成为

你！”球员时期的“铁榔头”，几乎是所有

女排运动员心中最高的目标。郎平 18
岁进入国家队，1981 年女排世界杯作

为主力球员，用其强劲而精准的暴扣为

中国三大球首个世界冠军贡献不可或

缺的力量，强攻手“铁榔头”从此家喻户

晓。郎平和她的队伍一起，开启“五连

冠”传奇篇章，成为全中国的偶像。没

有天才是一蹴而就的，“别人都以为我

一直顺，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

为了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80 年代女

排姑娘在艰苦环境下日夜拼搏不休，场

下“豁出命”去练，场上方成为震慑四方

的“金牌之师”，从发球，到扣杀，再到拦

网，每个动作拼尽全力，无懈可击。团

结战斗、顽强拼搏、永不言弃、勇攀高峰

的女排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初，激励一代

中国人！

电影《夺冠》原名《中国女排》，自筹

备之初，谁能演好郎平、朱婷便令全网

热议不休。当巩俐饰演教练郎平的消

息传出，所有人惊叹，气场上能配得上

郎指导的女演员，也只有巩俐了！巩俐

总是要求自己将工作做到极致，正式拍

摄前，她前往女排国家队训练基地，贴

身观摩郎平指导训练球员，如“小学生”

一般细细记录在册。电影首支预告发

布，观众盛赞：“巩俐连背影都会演戏！”

明明相貌并不一样，但当巩俐所饰郎平

站上赛场，“俨然就是那个运筹帷幄、霸

气侧漏的郎大将军”！从背影，到眼神，

再到竖起的大拇指，无不令人拍案叫

绝。

导演陈可辛曾在首映礼透露，片中

所有主要演员，基本都拒绝过他的演出

邀请三次以上。这其中包括巩俐，也包

括球员郎平的扮演者白浪，二人最初都

因没有信心演好心目中的偶像郎平而

却步。最终，巩俐被“明知道自己不会

赢，还是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女排

精神所打动，激励自己：“如果不尝试，

怎么知道我不行呢？”众望所归，巩俐

“成为了”郎平指导。片中饰演郎平的

白浪1个月内减重30斤，从零开始学习

表演。流母亲流过的汗，拼母亲全力以

赴过的比赛，除了白浪，没有人能与球

员时期的郎平更加相似。

《夺冠》也重现了 2016年的传奇中

巴大战，中国女排终于终结了对战巴西

女排8年18连败的历史，奇迹战胜了具

有主场优势的巴西队，成功挺进四强，

进而一鼓作气拿下奥运冠军。没想到，

陈可辛导演竟真的将中国女子排球队

请到了剧组，让女排姑娘们自己演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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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由唐季礼执导，成龙、杨洋、艾伦、

徐若晗、母其弥雅主演，朱正廷特

别演出。近日片方发布导演特辑，

导演唐季礼表示，自己的创作一定

要有创新：“我和成龙大哥就一个

坚持，每次都要有创新，每次都要

给观众官能上的刺激。”并表示《急

先锋》是“打中有笑、笑中有紧张”

的动作喜剧。

唐季礼与成龙合作已有三十

年，两人致力于动作喜剧的创新，

创造出一部部佳作，《红番区》、《警

察故事 3 超级警察》都成为影迷津

津乐道的经典。此次两人再次联

手合作《急先锋》，打造出动作电影

的新高度。唐季礼表示，国际安保

题材自己十年前就想到了，得益于

如今中国电影市场的体量，终于能

将这个题材拍摄出来。唐季礼称，

《急先锋》打中有笑，笑中有紧张：

“我想了很多非常危险的动作场

面。这么多年来，我和成龙就是一

个坚持，每次都要有创新，每一次

都要给观众感官上的刺激。”

作为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

“急先锋”，二人从未停下脚步，对

于这份情怀，唐季礼表示：“一个电

影人，电影可能是他一生的追求，

在银幕上为观众带来惊喜，为观众

带来好的作品，也是一个电影人一

生的梦想。”

这个特殊的2020年，疫情让各

行各业按下“暂停键”，唐季礼表示，

这期间自己和团队一直在潜心创

作：“我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努力

筹划未来的项目，沉下心来搞好创

作。”同时唐季礼也表达了对中国电

影的信心：“中国电影市场还是非常

有潜质，观众素质也越来越高，这其

实会带给我们电影人一些冲动，我

们必须拍一个好戏给老百姓看。”

2020年，各行各业涌现出很多

“急先锋”，他们让这个名词闪亮，

唐季礼说：“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急先锋》中

有一句台词“关乎无辜人的生命，

急先锋责无旁贷”。唐季礼称：“希

望电影所描述的责任感、勇敢牺

牲、不畏困难的正义精神，可以带

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同时也让大

家开开心心地过一个好国庆，我们

一定会过得更好更开心。”

电影《急先锋》由中影（上海）、中

影股份、腾讯影业、上海礼想境界、鼎

盛创新资本、深圳广电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国庆档动画电影《姜子

牙》近日发布“苏妲己”版预告及海

报，关键人物苏妲己首次正式亮相。

此番预告在姜子牙的故事线上，新增

女性视角解读，揭露封神大战露出不

为人知的一面：世界观上，影片以封神

大战后为背景，世间更加破败，似有更

大的阴谋即将揭晓；人物上，影片赋予

苏妲己这一经典人物新鲜角度的解

读：每个无辜之人都不该被牺牲；人物

关系上，关键线索“宿命锁”释出，苏

妲己、小九、九尾之间的关联引发广泛

猜测。有观众表示：“太想看了，希望

《姜子牙》立刻上映！”

据悉，为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动

画”，小九的设计修改迭代计 255 次，

才最终敲定现在的短发版本，展现出

现代女生飒爽而坚强的一面。电影

《姜子牙》自定档国庆以来受到广泛关

注。此次预告一经发布引发热议，力

斩 B 站热搜第一。截至目前，电影累

计“想看”人数超 300 万，居同档期第

一。

从此番发布的预告与海报可以看

出，影片对经典神话进行了新颖的诠

释与解读。首先在立意上，影片以苏

妲己和小九两人传达出“每个无辜之

人都不该被牺牲”的观点。苏妲己与

以往历史中“祸世妖后”的形象不同，

片中她年纪尚幼年就被迫嫁予纣王，

成为了封神大战的祭品。其次在人物

关系上，苏妲己、小九与九尾之间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次预告中释出关

键线索——宿命锁，似将小九与九尾

性命相连，引发不少观众的好奇。同

时在世界观上，影片以鲜有人关注的

战后封神世界为背景。世间破败不

堪、人性堕落、妖畜横行，人们不惜割

掉少女的耳朵换取钱财。封神大战似

乎只是一个伏笔，更大的阴谋即将揭

晓。

电影《姜子牙》由北京光线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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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家乡》发布走心版预告及海报

《急先锋》发布导演特辑
唐季礼：新作要让观众眼前一亮

《夺冠》再现女排记忆

巩俐朱婷白浪“霸气开球”

《一点就到家》9月26日启动十城点映

《姜子牙》发布“苏妲己”版预告
《夺冠》

通过讲述几代中国女排的奋斗

历程以及她们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的感人故事，勾连起几代排球女将

的热血与青春，唤醒集体记忆。

上映日期：9月25日

类型：剧情/运动

导演：陈可辛

编剧：张冀

主演：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
白浪

出品方：嘉映春天/我们制作/华
夏/欢喜传媒/阿里影业/联瑞/中影/
峨影/浙江影视/文投控股/浙江省文

化产业投资集团/拾谷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联瑞/华夏等

《菊次郎的夏天》（日本）

影片讲述了小男孩正男和

隔壁的叔叔菊次郎在去东京的

途中发生的一系列搞笑又让人

落泪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25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北野武

编剧：北野武

主演：北野武/关口雄介/岸本

加世子/吉行和子

出品方：日本北野武工作室

发行方：中影

◎ 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