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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赤狐书生》

清贫书生王子进进京赶考，被

下凡取丹的小狐妖白十三盯上。只

要杀了王子进，取了丹，就能晋升狐

仙。但没想取丹路上，一人一狐竟

成了最好的朋友。在历尽万险后，

白十三该作何选择？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奇幻/古装/喜剧

导演：宋灏霖/伊力奇

编剧：冉平/冉甲男/杨薇薇/李
慧研

主演：陈立农/李现/哈妮克孜/
裴魁山

出品方：加雄影业/白马时光/安
乐/万诱引力/华文映像/抖音文化

发行方：安乐/淘票票/阿里影业

《如果声音不记得》

辛唐拥有通过声音给他人制造

快乐的能力，但对同一人使用三次

后，性命就会和此人绑定，只有对方

开心，辛唐才能活命。偶然，辛唐救

下准备自杀的同校网络红人吉择，

两人借此绑定。吉择表面开朗，但

实际患了抑郁症。辛唐最初为了活

下去，费尽心思让吉择开心，而后续

也真的投入深情。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爱情/奇幻

导演：落落

编剧：郭敬明/落落

主演：章若楠/孙晨竣/王彦霖/
严屹宽

出品方：光线影业/最世文化/五
光十色

发行方：光线影业

《周而复死》

一个步入“四十岁危机”的画

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升值，导演了

一个“惊天的阴谋”，最后却变成了

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惊悚

导演：王小明

编剧：王小明

主演：吴一含/单瑛哲/冯鹏

出品方：大象影视/九州名园/奇
树有鱼

发行方：寰耀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五彩缤纷》

年轻的母亲陈兰意识到梅梅可

能和自己一样有读写障碍。为了梅

梅的未来，本身对语言学习也有很

大障碍的陈兰毅然告别丈夫老陈，

独自一人带着梅梅来到美国。在女

作家海伦的帮助下陈兰带着梅梅开

始了漫长的学习和矫正过程，却发

现梅梅在其他方面竟然天赋异禀。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剧情

导演：胡安

编剧：胡安

主演：朱珠/艾米·欧文/李雅男/
赫小哈

出品方：龙标影业/美国媒体资

产/正夫影业

发行方：龙标影业/紫禁城三联

《真假美猴王之大圣无双》

西行路上，唐僧手里的九环锡

杖吸收妖魂无数，成为妖族存亡的

关键。锡杖争夺战中，孙悟空意外

被六耳重伤离队，丢掉了自己的身

份。为了自证清白，他不得不上天

入地，求神拜佛，最终却发现陷入了

一个关乎三界存亡的阴谋。

上映日期：12月5日

类型：奇幻/爱情/动作

导演：罗乐

编剧：陈帮和/杨陌/张飞翔

主演：吴孟达/金巧巧/江约诚/
杜奕衡

出品方：全禾影业/万唯文化

发行方：世纪华映

《宝可梦：超梦的逆袭进化》（日本）

一直被当做最强兵器反复进行

实验的超梦，决意发起它的逆袭。

而立志成为宝可梦大师的小智和他

的伙伴皮卡丘，则来到了宝可梦城，

在那里遭遇了超梦。最强的宝可梦

超梦制造出宝可梦的复制体，与本

体的宝可梦们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动画

导演：汤山邦彦/榊原干典

编剧：首藤刚志/田尻智

配音：松本梨香/大谷育江/市村

正亲/饭冢雅弓

出品方：日本宝可梦公司

发行方：中影

《怪物猎人》（德/日）

阿尔忒弥斯中尉和她的精英小

队在沙漠执行任务时，意外进入到

一个陌生凶残的异世界。这里有喷

火的巨龙，有巨大的蜘蛛，有各种致

命的怪物，中尉和队员们拼命寻找

归途，却惨遭怪物追杀屠戮……最

绝望的时候，阿尔忒弥斯遇到了一

位猎人，他掌握着怪物世界里独特

的生存技能和可以击杀怪物的武

器。面对越来越多来势汹汹的怪

物，勇士们决定携手杀出一条血路。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动作/冒险/奇幻

导演：保罗·安德森

编剧：保罗·安德森/藤冈要

主演：米拉·乔沃维奇/托尼·贾/
欧阳靖/山崎紘菜

出品方：德国康斯坦丁影业公

司/日本东宝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

《隐形人》（美）

塞西莉亚·卡斯身陷与一位富

有又聪明的暴力控制狂科学家的感

情中，她趁着夜深人静时逃跑并躲

藏了起来。但当塞西莉亚的暴力前

男友自杀，并留给她一份不菲的财

富以后，塞西莉亚开始怀疑他的死

亡是一场骗局。随着一系列怪异的

巧合变得致命，威胁到了她爱的人

们的生命时，塞西莉亚的理智开始

瓦解，拼命地想要证明自己正在被

一个隐形人纠缠。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科幻/惊悚

导演：雷·沃纳尔

编剧：雷·沃纳尔/赫伯特·乔

治·威尔斯

主演：伊丽莎白·莫斯/奥利弗·
杰森-科恩/阿尔迪斯·霍吉/迈克尔·
多曼

出品方：美国环球影业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由梁鸣执导，吕星辰、

吴晓亮、王佳佳领衔主演的电影

《日光之下》正在全国艺联热映，日

前该片在京举办首映礼。现场观众

赞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感相得益

彰”、“迷幻而诗意的气质，令人享

受”，也有影评人直言“年度最佳处

女作，实至名归”。

《日光之下》讲述了东北小城里

的一段往事。少女谷溪自小与哥哥

谷亮相依为命，当哥哥的新女友庆

长出现并逐渐横亘在二人之间时，

兄妹间本来稳固的亲密关系，因此

分崩离析。随着东北雪原气温的骤

降，这段三角关系亦变得危机四

伏。

正因《日光之下》以谷溪为核心

展开叙事，因此整部电影都透露出

少女般细腻的情愫。在首映礼上，

不少观众感慨“谷溪内心的敏感，

是很多女生真实的写照”、“男导演

能拍出这么细致的电影，难能可

贵”。也有观众对片中青春与成人

世界的碰撞深有感触，直言“虽然

大家都有类似的青春，但导演却拍

出了不一样的猎奇感”。此外，导

演李霄峰认为“影片拍得写实又写

意，幻灭又残酷”，媒体人丁天点评

影片是“意想不到的新女性主义电

影，非常有文学性”。

梁鸣表示，这部电影不仅意味

着从 2012年写剧本到上映的 8年时

间，还包含了自己大学毕业至今的

人生经历。对他而言，无论写小

说、做音乐，还是拍电影，都是与世

界对话，与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

过去两年，《日光之下》在国内

外多个重要影展留下足迹，包括

2019 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斩获

费穆荣誉最佳导演等。2019 年 12
月，主演吴晓亮在澳门国际影展暨

颁奖典礼斩获“最佳男主角”。2020
年初，影片入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光明未来”竞赛单元，成为 15部影

片中唯一华语片。

（林琳 杜思梦）

本报讯 爱 奇 艺 自 制 纪 录 电 影

《棒！少年》日前在北京举行全国首映

礼，导演许慧晶、总制片人齐康以及片

中主创马虎、孙岭峰教练、张锦新教练

等人亮相映后见面会。

影片讲述了一群出身草根、来自

全国各地的困境少年，在前国手和 70
岁传奇教练的带领下，从零开始学习

打棒球，直至赴美征战的真实故事，展

示了一卷生命力蓬勃的少年群像。

首映礼上，观影结束后许多观众

难掩激动，一边鼓掌一边擦泪，有观众

称一度“哭湿了口罩”。导演许慧晶现

场在采访中提到，本片前后经历三年

多的创作时间，光自己就改了 40 多

版。还有徐小明、聊庆松、周强等资深

电影人加盟，让影片效有了不同以往

的“化学反应”。

演员马伊琍此前在 FIRST 青年影

展看完本片之后，在朋友圈发了一篇

长文：“后半部是在不断哽咽中看完的

……没关系，孩子，没有人的童年是完

美的，我们生在这个可以自省和自救

的时代。”

演员周迅也在 11 月 26 日晚的

“ONENINGHT 给小孩”公益现场力推

《棒！少年》，她说：孩子们的故事总是

能有最深的感动，熊孩子也能闪闪发

光！

《棒！少年》由北京爱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出品，北京源真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市想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强棒

联合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大象

纪录（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

（木夕）

本报讯 11 月 26 日，由陈建斌、周

迅、大鹏、窦靖童领衔主演，刘金山、

于谦、贾冰、牛犇、宋佳、黄建新、王学

兵等主演，春夏特别出演的电影《第

十一回》亮相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金鸡国产电影展”进行线下展映，这

也是本片首次与观众正式见面。

《第十一回》于 2019 年率先亮相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并在主竞赛

单元中斩获两项大奖——最佳编剧和

最佳女配角奖。

在观影过程中影厅内的笑声此起

彼伏，映后本片收获了现场诸多业内

人士和影迷群众的热切好评，有观众

认为电影“幽默且荒诞，是极佳的现

实主义喜剧”，也有观众表示男主角

马福礼与《一个勺子》中的“拉条子”

性格有着相似之处，但本片浓墨重彩

的现实主义喜剧艺术风格，令人眼前

一亮，也在讽刺、荒诞的喜剧表达手

法上完成大尺度突破：“非常惊喜，超

越前作”。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陈建斌

携手制片人朱子亮一起出现，向观众

致谢“感谢大家喜欢这部电影”，并对

观众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当

被问到创作动机时，陈建斌坦言，自

己一直想要拍一部关于舞台与人生

的电影，当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非

常喜欢，并联合几位编剧用了 8 个月

的时间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陈建斌认为电影里“戏中戏”结构

就是舞台对人生的影射：“人生其实

也是一个剧场，舞台上的演员是在表

演，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另一种意义

上的‘表演’，而且我们都会慢慢被自

己所扮演的角色改变”。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7 日，电影《温暖的

抱抱》亮相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于 厦 门 举 办“ 早 跨 年 早 喜 庆 联 欢

会”。主演常远、沈腾、王智、王成思

欢乐聚首，一众电影推广大使惊喜现

身，“扇”除 2020 不开心，拥抱 2021 好

运气，浓厚的跨年氛围令人倍感温

馨。现场常远、沈腾不仅爆料扇巴掌

幕后故事，侃侃而谈“技术活儿”要

点，展现好兄弟嬉笑怒骂日常；王智

的经典角色“秋雅”再被召唤，掀起众

人“回忆杀”；王成思笑言这次是唯一

一次没有头发的演出，“喜剧抱抱团”

的接连“互怼”更将现场气氛推向了

高潮。

近日发布的拥抱 2021 版预告中，

辣手神医沈腾扇巴掌叫醒溺洗脚水

晕厥的常远，清奇反套路的操作给众

多网友留下深刻印象。主动要求沈

腾真抽的常远表示，“喜剧就是越认

真越好玩”，先前表示扇巴掌“老爽

了”的沈腾又反转接梗，“这其实是个

技术活儿，得亏我俩关系好”，好兄弟

现场抖包袱不断，彰显喜剧人魅力。

谈到对 2021 年的期待和愿望，常

远坦言，“今年是比较艰难的一年，希

望在年末通过《温暖的抱抱》给大家

带来欢乐、送去温暖，和自己爱的人

拥抱跨年，用电影给大家一个拥抱”，

其中诚意可见一斑。电影《温暖的抱

抱》将于 12 月 31 日全国上映。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电影《赤

狐书生》在中国电影金鸡奖期间举

办了“群妖集结”主题发布会，监

制江志强，导演伊力奇，编剧杨薇

薇，领衔主演陈立农、李现，主演

哈妮克孜、姜超集体亮相，王耀

庆，杨紫也通过特别方式现身，分

享这部奇幻大片背后的笑与泪。

发布会上，监制江志强提到，

陈立农、李现的选角，完全没有考

虑“流量”。当时两位演员还没有

“爆红”，看重的就是角色的契合，

以及是否愿意真心付出。两人经

历了多轮试戏、排练才最终被敲

定。回忆起试镜场景，陈立农坦言

当时是素颜出镜。李现表示自己

被剧本、角色以及强大的幕后班底

所吸引，像做梦一般。

江志强还透露，两位演员提前

近 2 个月进组训练，前前后后 6 个

月未曾请假，为此推掉了很多商业

活动，沉下心进入角色，很少年轻

演员能做到这一点。陈立农通过

这段训练生活让自己找到了做书

生的感觉。李现则直言，“100 多

场戏在训练期间都已经预演过，所

以拍摄时不用看剧本，就知道下一

句要说什么。”对此，江志强也现

场表示“没选错演员”。

《赤狐书生》讲述了狐妖李现

为了取丹成仙，联合群妖，骗书生

陈立农，一人一狐却成为了真心朋

友的故事。

影片将于 12 月 4 日上映，预售

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

（姬政鹏）

本报讯 东方奇幻大片《晴雅集》

继最新人物关系版预告后再推“知

己”特辑，戏里“晴明”与“博雅”是生

死交付，戏外赵又廷和邓伦真兄弟。

电影中的晴明洒脱不羁、真诚

善良，连有情之妖也可收为式神；而

博雅出身名门、忠义性直，因童年阴

影导致平生痛恨妖邪。从“知己”特

辑中不难看出，两个人关系不断反

转。看似狂妄不羁的晴明，实则善

恶分明、有勇有谋；而晴明最终也被

博雅的忠诚正直所触动，与之携手

共赴战场。

戏里的晴明与博雅患难与共、

生死相依，在危急关头守护彼此；戏

外的二人相互扶持，彼此鼓励渡过

艰苦的拍摄期。为了更好地呈现画

面与情绪，即使在没有拍到邓伦的

场景，邓伦也在一旁与赵又廷对词，

帮助他入戏。而在斩蛇大战的终场

戏拍摄中，两人一致表示，“杀青前

两周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唯一支撑

下去的就是彼此的鼓励”。

《晴雅集》将于 12 月 25 日全国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周杰伦监制，陈奕先编

剧并执导，昆凌、曹佑宁、范逸臣、柯

有伦联袂领衔的赛车题材电影《叱咤

风云》近日发布先导海报、预告。

作为高规格职业赛车电影，《叱咤

风云》制作规模浩大，出动多部经典

跑车，拍摄期达 4 个月。参与影片出

品工作并特别出演的刘畊宏曾透露：

“我们拍赛车戏，最可怕的是撞车没

办法预估，每天都在撞，所以请了一

个专业修车团队进组待命，撞烂一台

修一台。”

不少参与电影《叱咤风云》拍摄的

工作人员也表示，这是一部自己工作

生涯中“耗时最长”、“最难拍”的电

影。导演陈奕先说：“为了拍摄惊险

的翻车、飞车、撞车画面，准备了将近

20 台超过百万的赛车，甚至把价值百

万的赛车撞烂，都是疯狂的决定。”

（杜思梦）

本报讯 根据二战真实事件改

编的俄罗斯电影《猎杀 T34》近日发

布“开战版”预告和海报，并正式宣

布定档 12月 11日。

影片由《绝杀慕尼黑》原班制作

公司和《狂怒》军事顾问倾力打造，

采用二战使用过的坦克实拍，加上

全新的电影前后期技术，还原了许

多二战中真实的坦克对战细节。

《猎杀 T34》真实再现了二战期

间苏德两国经典坦克型号的对决，

巧妙刺激的坦克战术和装甲近搏都

将高燃上演。影片的精良品质与制

作团队的精细打磨密不可分，筹备

长达两年，拍摄 9 个月，全片无替

身，所有演员训练开坦克 3个月，他

们学会了驾驶坦克、瞄准、装弹，开

炮等，甚至可以连续操纵坦克长达

12个小时。

（猫叔）

《日光之下》全国艺联热映

男性导演镜头下的
“新女性主义电影”

本报讯 近日，由林超贤执导、梁凤

英监制的超硬核视效大片电影《紧急

救援》发布提档海报，宣布提前至 12月

18 日上映。该片是导演林超贤继《湄

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后的全新力

作。

《紧急救援》取材自真实救援事

件，展现了中国超级英雄海上救捞人

的真实形象。影片辗转福州、广西、厦

门、墨西哥四地 1:1 实景搭建拍摄，还

原救捞人最真实的工作环境。

此前，在影片超前点映活动上，首

批看片观众对影片所展现的热血场面

给予了超高评价：“彭于晏的表演又一

次颠覆了我对他的认知，救援的场面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看哭了。”也有不

少观众为海上救捞人的故事打动：“比

起刀枪不入、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这

群救捞人才是我们的守护神，他们用

凡人肉躯守护生命，是真正的中国超

级英雄！”

《紧急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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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救援》提档12月18日上映

《温暖的抱抱》亮相金鸡“提早跨年”

《第十一回》金鸡奖展映满堂喝彩
陈建斌戏说“人生舞台”

爱奇艺自制《棒！少年》北京首映

《赤狐书生》举办“群妖集结”发布会
监制江志强现场“盖章”：“没选错演员”

《晴雅集》发“知己”特辑
赵又廷、邓伦戏里戏外真兄弟

战争电影《猎杀T34》12月公映

本报讯 由张立嘉执导，梁朝伟、

段奕宏领衔主演的《猎狐行动》将于

2021 年 1 月 8 日上映。从近日影片

发布的“各怀心事”版海报中可以看

到，梁朝伟与段奕宏两人面色凝重，

海报的色调也以冷色调为主，暗示

着一场双雄对决即将展开。

《猎狐行动》根据真实案件改

编。片中，梁朝伟与段奕宏的角色

人物原型皆来自“猎狐行动”的真实

故事，两位主演为此做了大量功

课。梁朝伟阅读了许多揭露金融犯

罪的相关书籍并且与真实的猎狐小

队队员见面取经，段奕宏也前往上

海经侦局体验生活。有别于段奕宏

之前在《引爆者》、《记忆大师》等影

片中塑造的刑警形象，此次饰演经

侦警察的他透露：“刑侦和经侦区别

很大，警种不同气质也不一样。”

谈及两个角色在片中的关系

时，段奕宏认为“看似猫抓老鼠的游

戏”，在梁朝伟看来更是“猎人和猎

物”的关系。

《猎狐行动》由上影新浪潮、墨

客行、上嘉映画联合摄制。

（杜思梦）

赛车电影《叱咤风云》“撞烂”百万赛车

《猎狐行动》发布“各怀心事”版海报
梁朝伟段奕宏“全面开战”

主创与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