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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2日，由潇湘电

影集团、重庆元幕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出品，中国石油新疆销售、星

宿映像(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联合摄制，展现石油行业一

线工作人员的影片《天边加油站》

于在京举行首映式，电影主创人

员、在京部分石油化工行业工会

负责人及员工代表参加了首映仪

式。

首映式上，全国总工会能源

化学地质工会主席张波表示，这

部电影是首部展示我国现代石化

行业的电影，是一部反映新时代

一线加油站职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

秀电影，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

部反映工业战线，特别是石油和

化工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日常生活

与工作的优秀电影。

“这是一部涉及工业题材和

民族题材的电影。”影片编剧、导

演韩万峰表示，从创作的角度来

说，电影一旦触及工业题材，完成

起来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

《天边加油站》的故事很触动他，

他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化的手段来

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这个故

事。他曾了解到，我们国家有很

多类似“天边加油站”的情况，在

很多偏远地区都存在着这种加油

站，他认为这些人的坚守应该被

看到，被了解。

多名观众在观影后表示：“这

是一部维护民族团结、传递正能

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电影佳作。”“不仅弘扬了石油人

的爱国之志和民族情怀，更激励

了百万石油人在‘我为祖国献石

油’实践中拼搏奉献。”

据了解，电影《天边加油站》

集中了一批优秀演员，深入到新

疆天山，从秋天选景置景到冰天

雪地一头扎进荒原上的哈萨克族

小村落，睡大通铺、吃大锅饭，白

天寒风刺骨，晚上滴水成冰，全体

演职人员不分昼夜，任劳任怨，辛

勤工作，为石油化工行业献上了

一部既满怀激情，又充满人文关

怀的精彩大戏。该片于 11 月 16
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姬政鹏）

本报讯 环球影业出品的口碑力

作悬疑电影《隐形人》发布定档预

告，宣布将于 12 月 4 日在中国内地

上映。

随着女性生存议题的讨论愈发

火热，《隐形人》中所传递的女性面

对困境勇于抗争的主题形成了有力

的发声。片中，女主角塞西莉亚费

尽周折逃离男友“PUA”的魔掌，然而

在得知男友自杀的消息后，生活并

未恢复平静，一系列怪异的致命巧

合开始出现，在隐形的威胁之下，她

必须做出反击。

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虐待、

勇敢发声却无人相信——塞西莉亚

的遭遇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具

象化，在悬疑的框架下，影片的社会

意义更值得深思。两届金球奖得

主、饰演女主角塞西莉亚的伊丽莎

白·莫斯表示，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

具挑战性的角色。她认为，影片与

当下息息相关，“我希望这部电影能

为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发声，给

他们力量”。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和梦工

场动画联手打造的动画电影《疯

狂原始人 2》将于 11 月 27 日正式

在中国内地上映。片方近日发

布中文配音预告，郭京飞、林更

新和郑恺献声，带领观众抢“鲜”

体验爆笑冒险。

“咕噜家族的大家长”、“九

亿原始少女的梦”、“面朝树屋要

啥有啥的文明人”——郭京飞、

林更新和郑恺此前在微博为自

己配音的角色贴上了标签。

预告中，三人的声音与角

色无缝对接：生性固执又责任

感十足的瓜哥、帅气潇洒脑洞

无边的盖和优雅智慧的菲尔跃

然呈现。他们带领着各自的家

族，经历了从初遇时的互觉惊

奇，到相处中的矛盾四起，再到

面对危机后的携手进退，为观

众奉上一出欢笑与感动兼具的

好戏。

《疯狂原始人 2》导演乔尔·
克劳福德强力推荐影片：“如果

能在电影院中看这部影片，体验

一定不一样，观众们在一起哭、

一起笑，太美妙了。”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关信辉导演、刘德华

监制并领衔主演的暖心治愈电影

《热血合唱团》正在热映，近日片方

发布了毕业特辑，首揭秘片中“废

柴”学生的艰难逆袭之路。影片自

上映以来收获感动口碑不断，影片

中刘德华的精彩演绎、一众新人演

员的亮眼表现及“老戏骨”的加盟，

更是收获了无数好评，不少观众纷

纷表示：“这是今年最治愈人心的电

影，想要驱走2020年的不开心，就看

它！”

片中几位小演员都是初涉影坛

的新人，他们一边上学，一边拍戏，

很多时候早上六点就要起来跑通

告，甚至连假期也要训练，这对年龄

还小的他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

战。而别看他们都是一群“小萝卜

头”，认真起来也是非常可爱的。戏

里，他们用稚嫩且认真的面孔，诠释

“废柴”角色的艰难逆袭之路；戏外，

他们用热血青春，一遍遍练习发声、

排练走戏，展现新生代演员的无限

可能。剧中饰演小龙的演员姚学智

在练习吹口琴时，有模有样、全情投

入的样子让观众直呼“小龙吹口琴

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

影片自上映以来，一直好评不

断，影片笑中含泪。有观众说它是

“疫情之后的暖心之作”。

《热血合唱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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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国际

版预告，异世诡秘的奇观画面加上

高能卡点，70 秒预告令人目不暇

接。同时发布的剧照还原了《阴阳

师》原著之中“吸蛊虫”的名场面，吊

足观众胃口。

预告结尾上演了《阴阳师》原著

之中的吸蛊虫名场面，晴明为公主

驱除身体之中的蛊虫，用牙齿从背

上吸扯出暗红的虫身，触目惊心的

画面让影片显得神秘感十足。

发布的剧照中，几位主角手持

武器正陷入紧张对峙之中，干脆利

落的打斗场面下透露着诡秘悬疑的

氛围。一袭白衣的晴明身为“法力

担当”，正欲施展法术降妖除魔。黑

衣博雅身为“武力担当”，箭在弦上，

一触即发。

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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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12 月 25 日全

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张立嘉执导，梁朝伟、段

奕宏领衔主演，夏侯云姗、张傲月、欧嘉·
柯瑞兰寇等联袂主演的影片《猎狐行动》

定档预告近日发布，正式宣布 2021年 1
月8日上映。

《猎狐行动》是梁朝伟、段奕宏的

首度大银幕合作。预告中，主要角色

接连登场，梁朝伟化身“红通”逃犯戴

逸宸，阴险邪恶，这也是梁朝伟鲜有演

绎的反派角色；而段奕宏饰演的经侦

民警叶钧，则带领“猎狐行动队”与戴

逸宸正面对峙，上演了一场追踪感十

足的“猫鼠游戏”。

（杜思梦）

本报讯 将于 12 月 31 日上映的

喜剧电影《温暖的抱抱》日前发布拥

抱2021版预告及海报。

海报中，以抱抱全家福的形式

展现了各具魅力的角色。常远随身

携带清洁工具，站在警戒线内围观

一旁笑闹的众人。李沁手拿立麦甜

美歌唱，继续追逐音乐梦想。沈腾

戴着听诊器，尽显鬼马医生本色。

乔杉则以粉色西装亮相，着实吸

睛。马丽、艾伦、田雨、王智、魏翔、

王宁、黄才伦、张一鸣、王成思、张子

栋、陈昊明等熟面孔的加入，也令观

众备感亲切。作为 2020 年最后一

部喜剧、2021 年第一部喜剧，用“温

暖的抱抱”迎接 2021，拥抱好身体、

好运气、好桃花、老铁们、集美们、打

工人、财神爷、锦鲤王、我自己，有望

成为今年跨年最具仪式感的形式之

一。

该片将于12月31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即将于 12 月 24 日贺

岁档上映的电影《拆弹专家 2》
近日发布刘德华刘青云“双一刘

特辑”。这是两人时隔 18 年后

首次合作，多年老友也因为一场

高 空 吊 车 戏 升 级 为“ 生 死 之

交”。此次的默契合作，让刘德

华感慨比之前更合拍，刘青云更

是坦言“拍出了感情，害怕杀

青”。随之曝光的还有一款“双

雄版”海报，刘德华和刘青云身

穿拆弹服，面对一蓝一红的引

线，将做出他们的生死选择。

第二部的拆弹专家，将面临

更严峻的危机，需要拆除杀伤力

更强的核弹。除此之外，电影中

的动作戏也全面升级。特辑里，

刘德华和刘青云在吊起数十层

楼高的面包车内升起，没有门的

车厢因大风摇晃不停。导演邱

礼涛笑称，拍完这场戏的两人简

直是“是生死之交”。

《拆弹专家 2》由刘德华监

制，邱礼涛导演，刘德华、刘青

云、倪妮领衔主演，寰宇娱乐有

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 (北京)有
限公司、广州市英明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出品，寰宇纵横世纪电影

发行（北京）有限公司、映艺娱乐

有限公司、尚乘数字媒体有限公

司、抖音文化（厦门）有限公司、

寰宇影片发行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影片由寰宇娱乐和阿里影

业共同打造，也是阿里影业“锦

橙合制计划”的又一力作。

（木夕）

本报讯《一秒钟》日前发布张九声

（张译饰）版系列胶片海报。该组海报将

演员形象印刻在电影胶片框架内，让具

有鲜明时代记忆的人物造型与质感十足

的老胶片相互融合，并结合光影效果的

修饰深刻地展现了影片中张九声一角的

复杂心绪。

电影《一秒钟》讲述了没赶上电影场

次的张九声（张译 饰）与刘闺女（刘浩存

饰）、范电影（范伟 饰）因一场电影结下

的不解之缘。此次发布的系列胶片海报

共三张，整组海报在统一的风格下呈现

出不同的个性。在其中一张海报中，张

译微抬着头、双唇微张，同时身体略微前

倾、眼神倔强而执着，看上去像在表达某

种无声的坚持。

海报配词：“短不过一秒钟，长不过

一辈子”，既诉尽一份父亲对女儿至深的

挂念，也成为拨动观众柔软内心的细节，

让观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要走进光影世

界。据介绍，《一秒钟》由欢喜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将于

11月27日全国上映。 （木夕）

《一秒钟》发布胶片海报

《拆弹专家2》发“双一刘”特辑

《热血合唱团》刘德华演绎师生情

真实案件改编《猎狐行动》
定档2021年1月8日

喜剧《温暖的抱抱》发布海报预告 《晴雅集》发布国际版预告

郭京飞林更新郑恺
《疯狂原始人2》中文配音“笑果”满分

电影《天边加油站》在京首映

悬疑电影《隐形人》定档12月4日

本报讯 日前，电影《星溪的三次

奇遇》曝光“三面夏娃”版海报，并宣

布定档11月27日。

该片由国内新锐女导演竹原青

执导，演员许芳铱、法国编剧、演员

帕斯卡尔·格雷戈里主演，梅峰监

制，用三段式结构巧妙的向观众展

示了一段完整的平行时空下女主不

同的三次奇遇。

《星溪的三次奇遇》讲述中国女

孩夏星溪独自来到马来西亚北部小

城亚罗士打，因为自行车爆胎，她经

历了三段截然不同的奇遇，先后遇

到了本地女孩爱玲，三个闲汉，以及

作家皮埃尔。她用不同的身份向人

们介绍着自己，仿佛有不可言明的

秘密，而旅程带给她的，也是始料未

及的体验。 （影子）

《星溪的三次奇遇》定档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