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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放映

端从业者都希望尽快熬过这个11月，等

到贺岁档，“因为贺岁档就会有更多商

业属性强、卡司大的影片上映了，大盘

也能热一点。”

截至目前，今年的12月份已经有约

19 部影片定档等待上映。在国产影片

方面，陈立农、李现主演的奇幻喜剧《赤

狐书生》，以及由落落导演，章若楠、孙

晨竣等主演的青春片《如果声音不记

得》将于 12月 4日上映；12月 11日则有

易小星导演，彭昱畅、乔杉等主演的喜

剧片《沐浴之王》；12月12日，黄才伦、张

慧雯、沈腾主演的喜剧片《日不落酒

店》；邱礼涛执导，刘德华、刘青云、倪妮

主演的《拆弹专家 2》将在 12 月 24 日上

映；由郭敬明导演，赵又廷、邓伦、王子

文主演，改编自改编自梦枕貘小说《阴

阳师》的奇幻电影《晴雅集》将在12月25
日上映；韩延导演、易烊千玺、刘浩存等

主演的剧情片《送你一朵小红花》和常

远导演，常远、李沁、沈腾主演的喜剧片

《温暖的抱抱》选择了12月31日上映。

而在进口影片方面，随着腾讯影业

宣布《怪物猎人》确定引进且即将定档，

再加上将于 12 月 25 日在海外登陆

Disney+的迪士尼分账动画片《心灵奇

旅》，和之前宣布定档 12 月 11 日的《哆

啦A梦大雄的新恐龙》，以及《宝可梦·超

梦的逆袭进化》和将于 12 月 25 日在北

美上映的《神奇女侠1984》，12月可能会

有五部进口片上映。

在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

眼中，12月的电影市场会比11月好很多，

“一方面，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无论是从

总体质量还是从数量上来讲都完胜 11
月，而且在12月初、圣诞档、跨年档都有

主打影片，布局较为合理；另一方面，今

年贺岁档，大多都为喜剧类、合家欢或温

暖治愈系，比较适合今年的特殊情况以

及年底的辞旧迎新氛围，而观众经过国

庆档期的观影潮之后，在11月休整下，12
月又会走进影院狂欢一轮。”据谢世明预

测，“12月份票房过5亿的影片一定会出

现，冲击10亿的也很可能有。”

相比之下，将于 11 月 27 日上映

的梦工厂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2》最

受业内期待，该系列前作《疯狂原始

人》于 2013 年 4 月 20 日在国内上映，

同样是影市淡季，但该片收获了 3.95
亿的票房以及观众和业内的广泛好

评。此次续作上映，“考虑到该系列

轻松愉快的风格、影片的合家欢属性

以及品牌和粉丝效应，《疯狂原始人

2》应该是目前 11 月已定档影片中市

场卖相最好的一部了。”一位院线人

士说。

而在11月27日之前，中国电影市

场可能更多需要国产影片“站出来”。

济南百丽宫影院总经理董文欣在社交

媒体上表示，其实今年11月投放市场

的国产片也不算少，但是影院更希望

能够有卖得好的国产商业大片进来，

然而从现在来看，11月国产片更多的

是文艺片，商业类型片乏善可陈。“我

们缺片，不是单纯的影片投放少了，缺

少的是能够引爆市场的大片。”

在董文欣看来，11月的电影市场

也曾经创造过票房奇迹，比如《失恋三

十三天》等。但是之后这部片子的奇

迹就再也没有被复制，“这个月份没有

什么小长假，商家营造的‘单身节’成

了购物节，对电影的关注度比较小。

所以，迷信档期的国产片片方也就越

来越觉得这个月份成了‘鸡肋’，远离

11 月，主动让位给好莱坞。当然，对

于某些国产文艺片来讲，这个时候反

而是一个很好的空档，所以，这几年

10月中下旬、11月份投放的文艺片相

对就比较多。”

数据显示，11月已定档的国产影

片有37部，其中大部分还是中小成本

影片或文艺属性较重的影片，而市场

前景比较被看好的有：11 月 13 日上

映，刘德华监制并主演的《热血合唱

团》；11月 20日上映，王千源、吴彦祖

出演的动作片《除暴》；11 月 27 日上

映，由张艺谋导演，张译、刘浩存、范伟

主演的剧情片《一秒钟》。从记者采访

得到的信息中，这里说的“看好”指的

是单片票房产出为2亿至3亿量级。

其中《除暴》原本定档 11 月 27
日，于 11 月 4 日宣布提档至 11 月 20
日并同时开启预售，还将在 11 月 14
日、15 日在全国部分城市超前点映。

影片提档和点映原本是影片宣发流

程中的一个可选项，但在这个 11月，

有影城经理告诉记者，“市场太需要

新片了，看到《除暴》提档和点映消息

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救市的感觉”。

《除暴》通过对上世纪连环惊天

大劫案的讲述，展现了中国警察在当

时落后的刑侦条件下，依然靠咬死不

放的毅力屡破大案，保护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罗天文认为，《除暴》除了

在影片风格、观众受众等方面比较迎

合市场需求外，2020年是实现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目标的决胜之

年，作为今年为数不多的公安题材影

片，《除暴》可能在吸引包场等方面也

具备一定优势。

（上接第7版）

本报讯 11 月 4 日，电影《风平浪

静》在京举行首映礼，导演李霄峰、监制

黄渤、制片人顿河、主演章宇、宋佳、王

砚辉、邓恩熙、周政杰、叶青、高宇航、林

津锋、丁冠中现身分享拍摄幕后。徐

峥、陶虹、曹保平、董润年、大鹏、饶晓

志、万玛才旦等助阵支持。

片中章宇和王砚辉之间因父亲的

掌控欲而逐渐疏离冷漠的父子关系让

不少观众直言是“原生家庭之痛”，有人

从中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也有控制

欲很强的家长，一碰上就经常吵架，父

女关系淡漠”，对此章宇聊起了自身的

经历，“我的家庭也是羞于表达对彼此

的爱，拥抱都会觉得害臊”。谈及电影

所映照的父权式原生家庭，章宇表示这

种掌控在西方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

在东方就是“当代的哪吒”，“看完剧本

还跟导演聊，宋建飞像是托塔李靖”，并

打趣到片尾的结局像哪吒自刎中“爹

爹，孩儿的命还给你”的桥段。

提及原生家庭对角色的影响，导演

李霄峰解答道，“父亲爱儿子是毋庸置

疑的，但两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部分。”

他透露章宇和王砚辉在演的时候灵魂

都很痛苦，“虽然父亲和儿子是独立的

个体，但这是他们不可分割的悲剧”。

谈及片中的父子情感，在片中饰演父亲

的王砚辉表示：“男人之间的爱比较深

沉，爱的方式各有千秋，不要怀疑父

爱。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父亲

有多爱我”。

波涛汹涌的《风平浪静》在首映中

收获了诸多好口碑，徐峥表示：“我看到

这阵容就像我监制的电影，看过预告片

就对他们的表现很期待。宋佳和章宇

已经从很有演技的演员发展成很有魅

力的演员，我觉得可能又有一个爆款要

诞生了。”曹保平用“劲儿很大”形容影

片，“结尾章宇持刀，片子的复杂性、本身

的开阔度一下子就提上来了”。《驴得水》

导演周申表示，沉浸在影片的后劲中，

“矛盾非常尖锐”。“二刷”的董润年表示：

“比第一次看的时候更加好看。当我知

道它的剧情之后，更能够投入到每一场

戏，每一个镜头微妙的美和细微之中可

见到演员细腻的表演，让我更爱它。而

且这是一部很性感的电影，拍出了普通

人的性感，把每个角色生活的瞬间都拍

得很有味道。”

影片已于11月6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命运的微微一笑，意外

的人生交换，两段完全平行的人生

彻底纠缠……如果上天给你一次

机会交换人生，你是否能重整旗

鼓，再度踏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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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换个活法”版定

档预告及海报，影片将于2021牛年

春节上映。

该片改编自日本口碑佳作《盗

钥匙的方法》，讲述了冷酷杀手周

全（刘德华 饰）和落魄龙套陈小萌

（肖央 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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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德华与肖央

首次合作。在二人曝光的对手戏

中悬念迭起又“笑果”十足，令观众

深感意外之余又觉得在情理之

中。作为影片首支预告，强设定

“交换人生”概念初露端倪，“三十

多了，没有固定的工作。当演员，

连群演也演不好。长一张老脸，名

字叫小萌，想死也是应该的。”在周

全心酸又“致郁”的独白中，陈小萌

一塌糊涂的人生被刻画得淋漓尽

致，现实就像缠绕在颈部的那一根

麻绳，真实得透不过气。然而命运

始终是无法琢磨透的，地位悬殊的

二人经历了一场“澡堂奇遇”后，意

外互换了身份，从此人生发生了重

大改变。

电影剧情设置与人物设置具有

戏剧化与神秘感，看似落魄的周全，

在百变的面容下藏着一个不可告人

的身份；而颓丧萎靡的陈小萌，则突

然摇身一变西装加身，仿佛志得意

满的成功人士。当你过上别人的人

生，是否有勇气换个活法？

电影《人潮汹涌》由上海艺言

堂、英皇影业、光线影业、深圳一怡

以艺出品。2021年大年初一，谜底

揭晓。 （杜思梦）

本报讯“你我都需要被治愈，

每个人都需要鼓励。”关信辉导演、

刘德华监制并领衔主演的年度治愈

戏《热血合唱团》近日发布刘德华手

写信，“如果没人给你那道光，你就

要努力成为自己的那道光！”献给

2020年每个需要力量、需要治愈的

你。影片将于11月13日全国公映。

2020 年由于疫情原因，每位观

众都渡过了并不容易的一年，可

能都曾经历过难过、愤怒、怀疑，

如刘德华所写“最后我们忘记了

怎么爱自己”。刘德华特意用亲

笔信的方式为大家传递能量，希

望教大家如何排解难过。有网友

评价这份手写信：“今年过得实在

太难，这封信真的有鼓舞到我，被

你的字治愈了！”

刘德华入行近 40年，从跑龙套

的“无名之辈”，一步步成长为“四大

天王”。曾经历过质疑与低谷，仍然

不断努力充实自我，随时在为机会

到来做准备。当刘德华写下“如果

没人给你那道光，你就要努力成为

自己的那道光”，就像是他用自己的

人生在鼓励所有人走出黑暗，找回

自己。

《热血合唱团》是刘德华今年首

部在院线上映的作品，影片为促进

上海电影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由博纳、梦造者、双喜电影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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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方奇幻大片《晴雅集》近日发

布“一触即发”版剧照，“细节控们”

再一次得到满足，五位主角各有所

思，或手持武器或表情复杂，剑拔

弩张的状态下，在似真似幻的世界

里，令人期待究竟上演着如何的诡

谲大戏。

剧照里，阴阳师晴明（赵又廷

饰）、皇宫侍卫博雅（邓伦 饰）、异族

法师泷夜（春夏 饰）均身处战斗中，

大家神色各异气氛紧绷，手里武器

也各有不同。专治百魅众妖的阴

阳师晴明身着“五彩斑斓的白衣”，

黑扇化身武器，柔和不失威严，在

他对面是谁也引发网友好奇；而博

雅除了精密折叠弓之外，双刀也是

他重要的作战武器，只见他一袭黑

衣肃杀坚决，准备随时迎战；泷夜

来自化外异族，善用蛊虫与绳索，

无论从铺满细密刺绣的外衣，还是

身侧的神秘腰包都散发着难以捕

捉的危险气息。

王子文饰演的天都城公主身

处宫殿内，衣装正式华丽却心思很

重；汪铎饰演的宫中法师鹤守月剑

眉星目，挥剑防备；值得注意的是，

公主未持明确武器，但技能不容小

觑，在此前预告中，公主甚至被传

言“会妖术”，不禁引发观众猜想：

她究竟是会使用什么武器，与鹤守

月又拥有什么奇异技能，期待之后

一一揭晓。

谈及电影里宫殿等建筑的搭

建，美术指导屠楠表示，虽然影片

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时代，但是团队

还是争取做到道具“架空历史却有

根”；甚至在建筑上不止用于拍摄，

是需要达到人可以进入居住的真

实程度，让观众相信可以抵达这个

虚构中的世界。

该片由禾和影业、最世文化、

新经典影业、上影集团等联合出

品，将于12月25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时代报告剧《我们的新时

代》开启第一站。《我们的新时代》之《因

为有家》单元和《幸福的处方》单元近日

分别在浙江丽水和贵州丹寨开机。

《我们的新时代》由六个单元组成，

以真实人物原型为基础，讲述了十八大

以来不同地区的青年共产党员在不同

岗位上努力奋斗的故事。除了已经开机

的《因为有家》和《幸福的处方》，其它四个

单元分别是《美丽的你》（刘海波导演），

《紧急营救》（五百导演），《腾飞》（徐纪

周导演），《拆弹精英》（张挺导演）。

《我们的新时代》是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和北京市广电局指导下，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剧，并入选中宣

部 2021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项目。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和梦工场

动画公司联手打造的动画电影《疯

狂原始人 2》近日宣布内地定档 11
月 27 日。影片同时公布了中文版

配音阵容，郭京飞、林更新将对前

作经典角色瓜哥、盖进行全新演

绎，而全新角色文明人家族代表

“菲尔”将由郑恺献上好莱坞动画

电影配音首秀。

《疯狂原始人 2》讲述了故事主

角咕噜家族在寻找新家园的旅途

中，遇见了更接近现代化的“文明

人”一家，由此误打误撞地打开了一

扇新世界的大门。两个家庭在这场

文化碰撞中处处较劲，与此同时，家

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随着《疯狂原始人 2》的世界观不断

拓展，性格鲜明的人物、令人捧腹的

冒险跃然呈现。

更值得期待的是，经过七年漫

长等待，影片的特效画面也在梦工

场动画公司精心打磨下全面升级，

影片将延续前作充满想象的史前奇

观。导演乔尔·克劳福德表示：“这

是一部疯狂的、史诗般的喜剧冒险

电影。它也是关于两个截然不同的

家庭在共存中探寻美好未来的故

事。” （杜思梦）

《热气球飞行家》发终极预告预售
开启
本报讯 由埃迪·雷德梅恩与菲丽希缇·琼斯继《万物理论》后，二度合作主演的冒险动作

大片《热气球飞行家》近日发布终极预告。该片将于11月13日起内地正式上映，目前预

售已经开启。

预告中，两位主演乘坐热气球升至11278米高空后遭遇绝命危机，命悬一线。急速坠落、

雷暴突袭、设备故障加剧了这场冒险的惊险刺激感。网友看完纷纷抒发自己的观影感

受，“剧本确实很工整，整体很刺激，高空爱好者的福音，恐高症的噩梦，开场就很吸引人，

情节比较紧凑，一直维持在嗨点上。”也有不少网友看完电影之后仍然心有余悸，表示“双

腿发软”“手心冒汗”。

该片根据19世纪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与女热气球飞行家艾米

丽亚·雷恩乘坐热气球“猛犸”号上升至11278米的高空，创造了人类最高飞行记录且45
年无人打破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冒险的故事。（影子）

电影《风平浪静》首映

主演章宇解读：宋浩是“当代哪吒”

刘德华肖央《人潮汹涌》
“交换人生”

《热血合唱团》刘德华手写信
致每一个需要治愈的人

电影《晴雅集》再揭细节

演绎青年党员故事

《我们的新时代》开机

《疯狂原始人2》
中国内地定档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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