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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上映。作为影片官

方战略合作伙伴和汽车类独家合作伙

伴，长城汽车旗下哈弗H6、WEY VV6、欧
拉 iQ等重磅车型倾力出演，与主人公一

起，感受家乡的变迁，讲述一件件难忘而

温暖的家乡故事。

在《北京好人》、《最后一课》、《回乡之

路》、《神笔马亮》等故事单元中，长城汽车

旗下爆款车型，以出色的演技贯穿始终，

将长城汽车的“动”与影片所表达的“情”

完美融合，既贡献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瞬

间，也演绎了让人感动落泪的时刻。

为庆祝影片上映，让更多人感受到

家乡变迁带来的喜悦，重温难忘的故乡

时光，长城汽车在全国多地影院举办了

媒体观影会，邀请全国上千家媒体，一同

领略国民奔赴美好生活的感人故事，感

受国庆中秋佳节举国同庆的节日气氛。

（赵丽）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博物馆

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

公司、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承

办的 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

际电影展映暨意大利电影展 10
月 13 日正式启动。北京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

王杰群，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

记、馆长陈玲，北京演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赵佳琛出席启动仪

式，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中心主

任、文化参赞孟斐璇，北京市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北京演艺集团有

关代表共同出席启动仪式。

国际电影展映活动是中国电

影博物馆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积极推进全国文化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开展的国

际电影交流活动之一，自 2015 年

至今已举办过伊朗、印度、瑞典、

芬兰等 10 余个单一国家电影展，

展映国际优秀电影作品近百部。

此次启动的意大利电影展精选了

《托斯塔纳天堂》、《闯入者》、《西

西里奇妙故事》、《料理作曲家：

瓜蒂耶罗·马切西》、《带魔术盒

的男人》等五部近几年具有代表

性的意大利影片，涵盖爱情、悬疑

等多种类型，力求为首都影迷全

方位展示意大利电影的魅力。

2020 年国际电影展映也是中

国电影博物馆继“2019 俄罗斯电

影展”后，与北京新影联影业及首

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的再度合

作，今年还将陆续推出匈牙利、波

兰 、保 加 利 亚 等 5 个 国 家 电 影

展。 （木夕）

本报讯 近日，大型应急救援电影

《惊天救援》在拍摄现场江苏省消防救

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开机。杜

江、王千源、俞灏明、韩东君、王戈组成

“救援兄弟团”，身着“火焰蓝”消防制服

集体亮相。影片将于2021年上映。

《惊天救援》讲述了一场小地震引

发多重灾情，面对“全灾种、大应急”的

任务需求，救援队员挺身而出赴汤蹈火

的故事。导演彭顺透露，影片将更加真

实地还原救援英雄们“人”的一面。

彭顺曾经执导过消防题材电影《逃

出生天》，此番再拍救援电影，彭顺希望

能够用更人性化笔触讲述英雄的故事，

更加真实地还原救援英雄们“人”的一

面，“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场合里见到救

援英雄赴汤蹈火的身影，可歌可泣的故

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值得被反复

书写，反复刻画，新的时代，我们要用新

的、更人性化的笔触。”

第二次出演消防员的杜江此次出

演一名科技含量颇高的消防通讯员，操

控众多“救援神器”。杜江表示，如果有

机会，愿意演一辈子消防员。

《惊天救援》由亚太华影（江苏）、寰

宇娱乐、联瑞（上海）影业，太阳娱乐、文

投控股联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郭敬明执导，赵又廷、邓

伦、王子文、春夏、汪铎主演，改编自日

本 IP《阴阳师》的电影《晴雅集》日前定

档12月25日。郭敬明透露：“电影不会

局限于西方好莱坞特效的定义，而是在

还原东方古典文化基础之上，开启一个

特别有想象力的、奇幻瑰丽的世界”。

《晴雅集》此次发布的“燃魂”版定

档预告首次公布了剧情脉络：混沌乱世

之中，百魅觉醒、式神集结，众法师齐聚

天都城封印大妖祸蛇，惊天阴谋在重重

危机之中浮出水面。

《阴阳师》是有“日本魔幻小说超级

霸主”之称的作家梦枕貘的代表之作，

文字纵横肆意，底蕴丰厚，自出版以来

就风靡全球。《晴雅集》将奇诡想象搬上

银幕，用美轮美奂的视听语言，使得人

们真正沉浸于梦境之中。

《晴雅集》由禾和影业、最世文化、

新经典影业、上影集团等联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刘德华监制，饶晓志

执导，刘德华、肖央、万茜领衔主演

的电影《人潮汹涌》近日定档 2021
年大年初一。

《人潮汹涌》讲述了“冷血杀手”

周全和落魄龙套陈小萌，在一次意

外中交换了彼此的身份，从而引出

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幽默故事。

《人潮汹涌》主打“交换人生”概

念。在发布的定档海报中，刘德华

与肖央二人分别藏身于对方名字之

中，预示着电影中互换身份的概

念。二度与导演饶晓志合作的万

茜，此次继续在电影中出演特立独

行的女性角色，对于合作万茜认为：

“饶晓志对比第一次拍电影，他的想

法变得更加成熟，明显看到他的成

长，他让我更加信任了。”

据悉，影片由上海艺言堂、英皇

影业、深圳市一怡以艺、北京光线影

业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刘浩良导演、编剧，王千

源、吴彦祖领衔主的电影《除暴》日前宣

布定档 11 月 27 日，并发布了“咬死不

放”定档预告和定档海报。影片中，王

千源与吴彦祖两大演技派首度交手，春

夏和卫诗雅实力加盟，警察破获惊天连

环劫案的设定和紧张刺激的正邪对抗，

将满足犯罪类型片观众的观影需求。

影片中，上世纪90年代，以张隼（吴

彦祖饰）为首的“老鹰帮”猖狂至极，刑警

钟诚（王千源饰）带领警察小队一直紧盯

这个犯罪团伙，缜密推测他们的手法和行

踪，誓要夺回这场“猫鼠游戏”的主动权。

影片将故事置于九十年代内地，演

员造型、街景、车辆、建筑、道具……力

图还原时代特色，为悍匪覆灭记的核心

故事铺垫背景、补足细节，诠释大银幕为

数不多的内地反黑题材，更凸显中国警

察在20多年前技术不够先进的情况下，

以自身过硬的刑侦素质、咬死不放的毅

力、坚持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感，破

获惊天大案，成功将犯罪分子绳之以

法。这种打击犯罪、英勇无畏的英雄精

神，在当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决胜

的关键时期，也致敬了奋战在一线的公

安干警。 （木夕）

本报讯 日前，周杰伦监制的热

血励志赛车电影《叱咤风云》宣布

即将与观众见面，影片由导演陈奕

先编剧并执导，昆凌、曹佑宁、范逸

臣领衔主演。

《叱咤风云》筹备六年之久，于

2018 年正式开拍。热爱赛车的周

杰伦与陈奕先一拍即合。片中所

有的演员都接受了专业赛车驾驶

训练，在电影中呈现出了专注而自

律的职业车手状态。而周杰伦也

亲自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届时他

创作的《叱咤风云》同名主题曲将

与电影一起与全国观众见面。

《叱咤风云》由创映电影、量能

文创、天鹏影业联合出品，有望于

2020年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管虎、郭帆、路

阳共同执导，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

电影《金刚川》发布“独白”版预告，

以战争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一段发

生在主战场之外的战争往事，在暗

流涌动的金刚川上，一段鲜为人知

的殊死较量徐徐展开。

此番首度发布“独白”版预告，

以战争亲历者的角度，娓娓道出这

段鲜为人知的英雄故事：“在我们都

是十七八岁的年纪里，唯一的事情

就是通过那座桥。”由此，展现出一

段实力悬殊的战争往事：志愿军战

士为在指定时间内通过金刚川，冒

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以血肉之躯修

补战火中的木桥。预告片中丛林行

军、地空交战、水上爆破等战斗场景

悉数曝光，全景式呈现了艰苦异常

的战地氛围。领衔主演张译、吴京、

李九霄、魏晨，特别出演邓超也相继

亮相，各司其职于战地齐心协力，抵

御敌军，残酷战争更显志愿军的无

畏气概。

与以往的战争片角度不同，除

了尽可能展现当年这段实力悬殊的

较量，《金刚川》更着重以个体角度

去感受战争。看到战争的残酷，才

更加懂得先烈牺牲的伟大。对此管

虎表示：“其实我们的主题是牺牲。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板门店谈判，凭的

不是武器装备，凭的是勇气和牺牲。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能把抗美

援朝精神之本给到观众。”

影片将于 10 月 25 日全面公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林超贤执导、梁凤英

监制的动作电影《紧急救援》近日

发布定档预告及定档海报，宣布于

2021 年大年初一重装上映。这是

导演林超贤继《湄公河行动》和《红

海行动》之后挑战全方位升级的又

一新作。

作为华语电影首部海上救援

题材，《紧急救援》取材自真实救援

事件，展现了勇敢无畏的救捞人形

象和真实热血的海上救援故事。

最新曝光的定档预告中，四大救援

场面悉数登场，热血气质铺面而

来。定档海报中救捞人重装上阵

守护他人平安，神情坚毅一往无

前。救援小队蓄势待发，赴汤蹈

火，满血归来，向海上守护神致敬。

《紧急救援》的拍摄过程延续

了林超贤的“较真”风格，他要求所

有主演参与超负荷专业特训，全程

无替身实景实拍。影片再度定档，

唤醒了众多已经在超前点映先睹

为快的电影发烧友的记忆。早在

超前点映时，《紧急救援》所呈现的

四大救援场景就获得众多资深影

迷人的力赞：“看完电影之后这些

‘神’执行的救援瞬间在脑海里挥

之不去。”

《紧急救援》由林超贤执导，梁

凤英监制，彭于晏、王彦霖、辛芷蕾

领衔主演，蓝盈莹、王雨甜、徐洋、

陈家乐、李岷城、张景祎、李欣蕊主

演，郭晓东、张国强、魏大勋、连凯

友情出演。由人民交通出版社、中

视时尚、英皇影业、腾讯影业、浙江

博纳、高德集团、天津猫眼微影联

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2 日，由黄觉、马

小媛主演，倪大红特别出演的缉毒

题材电影《黎明之战》在第七届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举行电影发布会。

演员黄觉、马小媛等主创亮相。

《黎明之战》是一部以缉毒警为

题材的电影，讲述了缉毒警罗华（黄

觉饰）与神秘毒枭左雍（倪大红饰）

间的正邪之战。

电影中，黄觉饰演的缉毒警是

一名拥有多次任务经验的缉毒警。

首次饰演缉毒警，黄觉透露，终于圆

了自己的“警察梦”，但这“圆梦”经

历并不轻松，影片在边境拍摄，很是

危险，不仅有毒蛇威胁，自己还曾陷

入沼泽，最危险的时候，沼泽的泥水

没过了他的腰。

电影中，除了展现缉毒警与毒枭

斗智斗勇，展开黑白较量的同时，影

片还展现了缉毒警在面对亲情、友

情、爱情所展露出的人性。饰演黄觉

未婚妻的马小媛透露，拍摄前了解了

很多缉毒警的家庭故事，备受感动，

希望把这些缉毒警背后同样强大的

家庭成员的形象展现给大家。

据悉，影片预计 2021年全国上

映。 （杜思梦）

抗美援朝电影《金刚川》首发预告

《紧急救援》重装定档2021大年初一

《黎明之战》致敬缉毒警

长城汽车助阵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应急救援电影《惊天救援》开机 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
暨意大利电影展揭幕

郭敬明导演“阴阳师”电影

《晴雅集》定档12月25日

《人潮汹涌》定档2021大年初一

周杰伦监制电影《叱咤风云》将映

王千源吴彦祖新片《除暴》定档11月

本报讯 近日，由张一白、韩

琰、李炳强执导，里则林担任编剧

的《风犬少年的天空》释出由吴宣

仪献唱的剧中插曲《麻辣时光》

MV。

朗朗上口的歌词、魔性洗脑

的曲风，再加上吴宣仪灵动活泼

的演绎，都令这首《麻辣时光》过

耳不忘。而 MV 中，令人垂涎的麻

辣重庆美食打开了山城少年的美

好时光：老狗与安然面前的麻辣

火锅里热闹的沸反盈天，大力娇

一对一教给马田小面的正确吃

法，风犬少年们围坐露边摊欢乐

品尝热辣小面，这一切都与他们

又麻又辣的青春形成了极为美妙

的互文。

由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哔哩哔哩、上海拾谷影业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的《风犬少年的天空》

自 9 月 24 日上线之后，就吸引了

无数网友围观。尤其在国庆长假

期间，观看量更是达到高峰。

（影子）

吴宣仪献唱《风犬少年的天空》

本报讯 近日，由细田守导演

执导的电影《未来的未来》宣布确

认引进中国内地，近期将映。

《未来的未来》延续了细田守

一直以来取材于真实世界的追

求，从 4 岁小孩子的视角出发一边

描绘着家人的日常生活，一边通

过整个家族发展至今的历史，讲

述着在整条时间洪流中生命的循

环 往 复 、巨 大 轮 回 这 一 宏 大 的

主题。

影片由日本地图工作室出

品、中影集团进口、中影股份发

行。 （杜思梦）

细田守“奥斯卡入围动画”
《未来的未来》将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