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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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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一组主题曲

《心殇人》歌词剧照。画面中，唯美背景

搭配着歌曲金句，主角们或与知己相

守，或与良人相依，诠释出“我有心上

人，不怕岁月深”的情谊。

此前，《心殇人》已登陆各大音乐平

台，歌曲首发当日即登上各大音乐榜

单。有网友听完后评论“一遍听出遗

憾，两遍听出坚守，三遍听出无悔”。歌

曲由郭敬明作词，他在创作时曾透露：

“现在有很多女生都害怕变老，其实只

要找到一生挚爱，便‘不怕岁月深’。希

望我的歌词，能给她们带来温暖和鼓

舞。”

此次发布的主题剧照，也呼应了郭

敬明的初衷。物料中提炼出全曲具有代

表性的金句，将角色间的深情娓娓道来。

东方奇幻大片《晴雅集》改编自日

本作家梦枕貘的《阴阳师》，由禾和影

业、最世文化、新经典影业、上影集团等

联合出品，12月25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

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由周楠

执导，杨颖、李鸿其主演的电影《明天你

是否依然爱我》近日发布由汪苏泷演唱

的同名主题曲MV。重新被演绎的经典

金曲透露出淡淡伤感，也展现出爱情中

的遗憾和未知，而MV中呈现的费力与希

曼的爱情过往也戳到不少网友的泪点。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由童安

格作曲并演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

情歌，是不少观众心中的经典存在。在

汪苏泷略带忧郁的声线中，这首传唱度

极高的情歌让网友再次感受到关于爱

情的每个细节，唤醒内心深处的爱情回

忆。

影片同时发布5张全新剧照。剧照

中费力与希曼雪地深情相依，甜蜜共享

一副耳机听CD，两人在办公室初遇一见

倾心的画面也充满故事感。

影片由华人影业、引力影视等出

品，将于 12月 24日全国上映，影片还将

于同日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英国等国家同步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日前，俄罗斯战争电影

《猎杀T34》在海南举行首映礼，一众

主创献上祝福，为影片“打Call”。中

文主题曲 MV 也首度发布，这首《喀

秋莎》由王太利、王婉辰父女联手深

情献唱，“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改

编，影片将于12月11日以2D、3D、中

国巨幕3D、CINITY等制式上映。

活动现场，《猎杀T34》主演亚历

山大·彼得罗夫、王太利和王婉辰等

纷纷献上问候。彼得罗夫表示，希望

有机会来到中国，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部用心打造的作品，他还激动大喊

“乌拉乌拉”与观众互动，欢乐氛围十

足。王太利对影片赞不绝口，“根据

二战真实事件改编的《猎杀 T34》是

俄罗斯战争片票房冠军，看完后心潮

澎湃，久久不能平息。”

《喀秋莎》作为一首传唱至今的

经典歌曲，一直以来都深受世界人民

的喜爱，更是几代人不断传承的共同

美好回忆。这一次，全新编曲的《喀

秋莎》作为电影《猎杀T34》的中文主

题曲重新亮相，王太利透露，“自己从

小就听这首歌长大，熟悉的旋律一下

子能把大家带回当年的时光，唱得非

常过瘾，圆了摇滚梦，很开心。”

首映当日，作为国内第一波超前

观影，首波影评也新鲜出炉，观众大

赞“年末必看，爽翻了”，并称该片是

“今年最好看的战争片”。作为一部

3D 坦克大战影片，有观众感叹道，

“第一次在影院看到坦克片，走肾又

走心，血脉偾张的同时直击人心。”

据悉，《猎杀T34》由中影集团引

进，华夏发行，上影（集团）公司上海

电影译制厂译制。

（猫叔）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的 DC 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

1984》日前发布“神力同行”版全新预

告片，影片北美及海外首批口碑同时

出炉，故事情感视效演技收获全面好

评。

《神奇女侠 1984》近日在北美及

海外举行了媒体试映，首批口碑曝

光，不论是高潮迭起的故事、震撼的

画面和动作戏，以及演员之间出色的

化学反应都得到了称赞。售票网站

Fandango 的资深编辑表示：“它是对

首部电影的绝佳致意！派蒂·杰金斯

和加朵以及全剧组拍出了DC最棒的

续集之一。”

对于《神奇女侠 1984》能在今年

这个特殊的时间在影院上映，媒体们

也都难掩激动与喜悦，CBR网站的编

辑直言影片在最合适的时机与大家

见面：“这是一部充满魅力和信心的

佳作，拥有惊艳的视效，以及让人深

有共鸣的情感共通点。”还有媒体表

示：“能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临近结束

时，看到这样宏大、真挚、震撼的电影

大片，真的让我太开心了。”

《神奇女侠 1984》由盖尔·加朵、

克里斯·派恩、克里斯汀·韦格、佩德

罗·帕斯卡等联袂出演。12 月 18 日

登陆中国内地影院。

（杜思梦）

◎ 映画

《沐浴之王》

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

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冲突。周东

海发现，被送到医院的肖翔失忆了，心

生一计，骗肖翔是自己的弟弟并骗他

回澡堂当搓澡工，于是一个“富二代”

开始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搓澡生涯。

上映日期：12月11日

类型：喜剧

导演：易小星

编剧：张少初/邢文雄/易小星

主演：彭昱畅/乔杉/卜冠今/金世佳

出品方：京西文化/深定格文/阿
里影业/破壳而出

发行方：北京精彩时间/阿里影

业等

《棒！少年》

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困境少年

被选进北京市郊某爱心棒球基地，组

成了一支特殊的棒球队。他们跟着

70 岁的传奇教练从零开始学打棒

球。几个月后，他们将飞往美国，代

表中国登上世界“少棒”的顶级赛场。

上映日期：12月11日

类型：纪录

导演：许慧晶

编剧：许慧晶

主演：马虎/梁正双/张锦新/孙岭峰

出品方：爱奇艺

发行方：大象点映

《灌篮高手的契约》

通过女性视角讲述高中篮球

赛季的故事，并引出两代人的情

感恩怨。

上映日期：12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王岽鉴

编剧：王大为

主演：叶文灏/李觅尔/赵哲晨/钟
艺云

出品方：大有人和

发行方：开启者

《神剑奇缘》

上古年间，魔教教主幻影为夺取

轩辕神剑，在修仙门叛徒灵光子带领

下，所有魔教弟子偷袭修仙门，毫无

准备的修仙门与魔教展开了一场殊

死搏斗……

上映日期：12月8日

类型：奇幻/动作

导演：杨永

编剧：杨永

主演：袁伟龙/王飞/赵华/秦琴

出品方：小浪影业/永轩文化

发行方：泰谷映画

《哆啦A梦：大雄的新恐龙》（日）

大雄把恐龙展发现的化石带回

家，借助哆啦A梦的时光包袱竟成功

孵化出两只恐龙，他们决定将小恐龙

们带回到属于它们的时代。

上映日期：12月11日

类型：动画

导演：今井一晓

编剧：川村元气

配音：水田山葵/大原惠美/嘉数

由美/木村昴

出品方：日本SHIN-EI动画株式

会社

发行方：华夏

《城市猎人》（法）

该片是北条司著名漫画《城市猎

人》的法国真人版。阿香与寒羽良为

多年搭档，一天，阿香接来了一单神

秘生意——保护一瓶无论谁用了都

会魅力大增的香水，这背后交织着怎

样的阴谋？二人即将开启新的冒险

旅程。

上映日期：12月11日

类型：喜剧/动作/爱情

导演：菲利普·拉肖

编剧：朱利安·阿鲁蒂/皮埃尔·
杜丹/北条司/菲利普·拉肖/皮埃尔·
拉苏

主演：菲利普·拉肖/艾罗娣·方

坦/塔雷克·布达里

出品方：法国阿克塞尔电影制作

公司

发行方：中影

《猎杀T34》（俄罗斯）

二战末期，耶格尔逼迫集中营里

的尼古拉和另外几名俘虏驾驶一辆

翻新的T-34作为训练活靶子。尼古

拉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惊人的计

划——驾驶T-34在训练中逃离德国

军营。

上映日期：12月11日

类型：动作/历史

导演：阿列塞克·西多洛夫

主演：亚历山大·佩特罗夫/文森

兹·凯弗/伊琳娜·斯达申鲍姆

出品方：俄罗斯中央合作影业/
俄罗斯火星传媒娱乐等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政治工作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

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福建

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湖北长江电影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讯影业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西安亚细亚影视制作发

行有限公司、北京亚细亚影视制作发

行有限公司、平潭海映天岚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单位

联合出品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影片《我

为你牺牲》捷报频传，继斩获中美电

影节金天使奖后，近日又连续获得

“2020 国防军事电影盛典”优秀影片

和第 18 届俄罗斯国际军事电影节大

奖，备受国内、国际众多影视专家的

关注和观众的欢迎。

据悉，《我为你牺牲》取材改编于

武警十大忠诚卫士的事迹，通过三个

平行的故事，全景展现了武警部队官

兵缉毒、反劫持人质，家属支持丈夫在

高原坚守岗位，舍“小家”保“大家”驻

守边疆的故事，全方位反映他们在各

个岗位默默无闻又可歌可泣的事迹。

去年 11 月，影片《我为你牺牲》完

成制作后即获得第15届中美电影节金

天使奖。颁奖典礼后，中国驻洛杉矶

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与导演安战军合

影并称赞影片是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献礼的精品力作，总领事馆文化参赞

古今也祝贺影片获奖并鼓励安战军导

演再接再厉、继续创作。10月31日，在

“2020国防军事电影盛典”活动中，《我

为你牺牲》从38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被

评选为优秀影片，作为 2021 年全民国

防教育万映计划重点推介影片，向社

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基层

部队官兵推荐观看。11月 15日，以俄

罗斯著名导演尤里·奥泽罗夫命名的

国际军事电影节在莫斯科举行，参赛

的《我为你牺牲》获得众多影视专家的

赞赏，夺得俄罗斯国际军事电影节大

奖——“金剑奖”。

《我为你牺牲》全面展示新时代武

警部队崭新精神风貌，讴歌武警官兵

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甘于奉

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

采。影片由国家一级导演安战军执

导，他带领演职员团队，在 5个月拍摄

期中，一直用武警的优良作风、奉献精

神激励自己，他们既到了青海 4868 米

的哨所，也到了海拔-50 米的吐鲁番，

转场从最西部的新疆、青海、陕西到了

最南部的福建、上海。武警可歌可泣

的事迹，再加上制作团队的精心拍摄、

打磨，使影片成为深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秀影片，

也对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立志报

效祖国具有激励和示范作用。

据介绍，影片《我为你牺牲》拍竣

后首次在深圳试映，武警官兵无不被

片中武警十大忠诚卫士的事迹所打

动。影片《我为你牺牲》去年 12 月 5
日上映后，于电影市场获得 2.48 亿的

票房成绩，在国内纪实类故事影片中

创造了纪录，又接连获得中美电影节

大奖、2020 国防军事电影优秀影片、

俄罗斯国际军事电影节大奖等国内外

奖项。

（影子）

获国内外军事电影节展认可

《我为你牺牲》捷报频传连夺大奖

本报讯《唐人街探案 3》即将于

2021 大年初一上映，观众们的期待

值愈加高涨。日前，《唐人街探案 3》
在全网的“想看人数”突破千万大

关，创下了中国影史的全新纪录，也

是首部“想看人数”破千万的电影。

五年时间，《唐探》系列构筑起

了一个属于侦探的宇宙。前两部电

影的不俗口碑打下了坚实基础，让

《唐人街探案 3》收获了超高期待，也

不断吸引着更多优秀演员的加入。

《唐人街探案 3》来到“推理热土”东

京，不仅案件有所升级，更齐聚了中

日泰三国的优秀演员，送上一份来

自“亚洲全明星”的最强祝福。

王宝强、刘昊然、妻夫木聪、托

尼·贾、长泽雅美、浅野忠信、三浦友

和、尚语贤、张子枫……“老中青”三

代实力演员同台送喜。覆盖全年龄

段观众的强大阵容，在春节档显得

尤为吸睛。此外，前两部电影和网

剧中的角色也将悉数回归，上演一

次唐探家族的大团圆，开启《唐探》

系列全新阶段。 （影子）

《唐人街探案3》“想看人数”突破千万

《晴雅集》深情诠释“我有心上人不怕岁月深”

汪苏泷献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俄罗斯战争片《猎杀T34》首映

《神奇女侠1984》北美口碑向好

从左至右：第18届俄罗斯国际军事电影节大奖、2020国防军事电影优秀影片、中

美电影节“金天使奖”

本报讯 12月5日，由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河北传媒学院、潇湘电影集团主

办，河北传媒学院科研处、河北传媒学

院影视艺术学院承办的电影《南方烹调

师》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北

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博生生导师

王海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赵卫防，中国传媒大学戏

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宗伟，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

主编刘大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生导师叶航，河北传

媒学院院长李锦云，河北传媒学院副院

长、影视艺术学院院长李兴国，河北传

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高贺

胜，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

王君婳，以及影片导演韩万峰，主演张

修明、郑亚龙、李旭等参与研讨。会议

由河北传媒学院副院长李建平主持。

影片《南方烹调师》讲述了在抗日

战争海南岛沦陷期间，一名叫文毓坤的

本地大厨，不顾日本禁令，冒着生命危

险，为街坊邻居送去海南鸡饭，慰藉百

姓因战争造成心灵创伤的故事。通过

对二战背景下海南人民生活图景的展

现，将饮食文化与抗战题材结合起来。

近日，该片还获得了2020年俄罗斯美食

&美酒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各位嘉宾围绕电影《南方烹调师》

进行了探讨，大家对于影片中体现的原

生态文化和历史真实感予以肯定。饶

曙光对影片中塑造的几个人物印象深

刻，对导演在电影语言方面的表现力和

感染力也给予了肯定；王海洲认为《南

方烹调师》从容中和的展开叙事，在冷

静客观的同时讲究情感和叙事的连贯

性，影片中有情感，有人物，既坚持了叙

事方面的追求，也兼顾了特定历史背景

下的戏剧矛盾展现，体现了导演在影片

叙事上的努力和追求；赵卫防表示，影

片在饮食文化与抗战题材的结合中还

体现了海南原生态文化的现代性，在当

今时代有着特殊意义；张宗伟高度评价

了影片中人物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

杂性展现；李兴国特意提到了影片中室

内外冷暖色调对比所形成的影像特色；

刘大先则认为影片中通过食物、理发等

日常生活书写历史现场的方式能更好

展现历史真实感，他同时也对影片中地

方文化的符号化呈现给予了肯定。

以韩万峰为代表的《南方烹调师》

影片主创对各位与会嘉宾的分享表示

感谢。韩万峰之前曾导演过《胡辣

汤》、《洛阳水席》、《豫菜皇后》等一系

列美食电影，他坦言，在经过各位专家

的研讨后，对电影有了新的思考，会在

今后的创作进一步提高，把美食电影

进行到底。

（古雯业）

电影《南方烹调师》学术研讨会石家庄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