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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不去的年》

年关将至，中年编剧王自亮独自

背负层层重压，周旋在事业、家庭、人

际关系等多重问题中，倍感“年关难

过”。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四个

儿女一起回老家吃年夜饭。然而，复

杂的成人世界牵扯着孩子们。母亲

的一次意外受伤，一家人的关系降至

冰点，三代人的矛盾被推上了风口浪

尖。经过选择和考验，儿女们回归亲

情，意识到“妈在的地方才是家”，日

子再难，没有过不去的年。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剧情

导演：尹力

编剧：龚应恬

主演：吴刚/江珊/郭涛/林永健

出品方：华夏

发行方：华夏

《许愿神龙》（中/美）

许愿神龙能够实现许愿者任何

逆天改命的愿望。这样的神力引

得不少人在暗中寻找神龙的踪迹，

然而普普通通的上海小青年丁思

齐误打误撞打开了神龙的封印。

千年代沟引发连串爆笑经历，被绑

定的一人一龙踏上了一段妙想天

开又惊险万分的旅途。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喜剧/动画

导演：克里斯·艾伯翰斯

编剧：克里斯·艾伯翰斯

配音：成龙/牛骏峰/薇薇/约翰·

赵/刘承羽

出品方：耀莱影视/腾讯影业/索
尼/倍视文化/哥伦比亚制片公司/

发行方：腾讯影业

《缉魂》

著名集团董事长王世聪惨死家

中，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梁文超与妻子

刑警阿爆在调查中得知：死者的儿子

王天佑，年轻的新婚妻子李燕，多年

合伙人万宇凡，甚至死去的前妻唐素

贞，每个人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

联。阿爆更是发现隐藏在案件背后

的惊人秘密。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悬疑

导演：程伟豪

编剧：程伟豪

主演：张震/张钧甯/孙安可/李铭顺

出品方：铁幕真文化/众合千澄/
嘉扬电影

发行方：众合千澄

《京北的我们》

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园里，新生

望京河对同校的系花李梦洁一见

钟情，直到毕业时望京河在好朋友

张朝阳的鼓励下向李梦洁表白成

功。二人沉浸在初恋的美好当中，

但从校园进入社会，他们的爱情生

活面临着各式考验。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爱情

导演：李明

主演：陈梓豪/田娜/孙飞翔/王梓

出品方：感动人生/奥兰华新

发行方：中影/华夏/感动人生/奥
兰华新

《点点星光》

花都七星小学本来只有一百多

学生，其中七成是外来务工子弟，

面临着被兼并的危机。一个偶然

的机会，老师跟学生与跳绳结缘，

随后一发不可收拾，跳出了 27 个世

界冠军。这些故事鼓舞着更多后

来者，向梦想出发。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剧情/儿童

导演：谢德炬/黄展昌

编剧：谢德炬/杨晓丹/刘昊

主演：朱英瑞/赖宣治/李荣欢/李
荣乐

出品方：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发行方：广州市演出电影公司/
金逸家逸

《老爷保号》

叛逆不羁的潮汕青年陈伟豪打

算用音乐闯出自己的天地。但现实

中亲情和爱情都随着理想远去。谁

也没想到，母亲留下的古老潮剧却不

知不觉间重燃了伟豪斗志，并在潮汕

创新精神的激励下，陈伟豪带着梦想

再次为爱启航。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喜剧

导演：高峰

编剧：蓝洋

主演：蔡乐/洪一可/许淳玮/李莲香

出品方：比格影业/无量泡映画

发行方：全盛世纪

《客从何处来》

父亲病危，久未归家的王华军

急赴襄阳。高铁上，王华军做了一

个梦，父子间水与火般的情感故

事、冲动压抑的青春时光，一幕幕

再现。他产生了梦幻感，感觉自己

像个外来的客人。

上映日期：1月12日

类型：爱情

导演：韩新军

编剧：韩新军

主演：周乐/蔡小艺/陈睿泽/吴雨诗

出品方：新宇影业/梵舍文化

发行方：禾木恩泽

《如梦晋阳》

留学海外的女子卜娜娜，被父母

装病骗回家乡，面对城市的巨大变化

和热情小伙郭晋阳的出现，在经历了

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互怼相处后与其

互生好感，在命运爱的牵引下最终回

到家乡的怀抱，再也无法逃离。

上映日期：1月14日

类型：爱情

导演：吴军

编剧：吴军/李孟羲/杨楠

主演：吉丽/张哲人/李荣东/董祁明

出品方：山西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日不落酒店》

一家复古英式酒店，经理石月从

工作到生活，过得像数学公式，年复

一年如出一撤。无聊日子终于被一

个意外假期所颠覆，匪夷所思的离奇

事件不断上演，无趣严谨的生活被打

破，通关打怪般的解决危机，新生活

会不会就在眼前？

上映日期：1月16日

类型：喜剧

导演：冯一平/刘峻萌/郝心悦

编剧：冯一平/刘峻萌/郝心悦

主演：黄才伦/张慧雯/沈腾/高叶

出品方：华文风泽/云熙文化/重
庆电影/龙枝影业/美感文化/芋头影视

《叱咤风云》（中国台湾）

讲述了赛车仿真器冠军杜杰克

为了暗恋对象吕莉莉，挑战从未接触

过的方程式赛车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15日

类型：动作

导演：陈奕先

编剧：陈奕先

主演：昆凌/曹佑宁/范逸臣/柯有伦

出品方：创映电影/能量文创/天
鹏翱翔

发行方：中影

◎ 映画

本报讯 春节档电影《刺杀小

说家》近日在北京开了一场内部茶

话会，导演路阳、主演雷佳音、杨

幂、董子健、于和伟齐聚一堂叙

旧。

作为一部视效大片，电影联

手《流浪地球》特效团队，用 5 年

时间打造了一个东方异世界，各

种新奇硬核的元素，让人大开眼

界，“比《流浪地球》特效难很多很

多”，现场特效团队的徐建分享了

做“赤发鬼”遇到的挑战，为了让

它更真实，连它的毛孔都要求有

动态感。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

让人对这位“天价片酬”的角色更

添期待。

据介绍，雷佳音看完剧本最

初对董子健的角色一见钟情，但

因为这个角色需要有很强的少年

感，被路阳以年纪太大无情拒绝。

第一次拍动作戏的董子健，提

前进组封闭训练，3 个月暴瘦了 40
斤，十分敬业。《刺杀小说家》是一

个大特效片，制作难度之大，让

《流浪地球》特效团队 MOREVFX
也“犯了愁”，MOREVFX 的徐建现

场直言，“这次比《流浪地球》特效

难很多很多。有很多技术是完全

没碰过的，以前向往做但没有机

会做，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次绝对

是巅峰级的挑战。”尤其是大 Boss
赤发鬼，作为片酬最贵的演员，特

效团队花了 3 年时间狠抠后期，

连毛孔都要有动态感，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

（木夕）

本报讯 1 月 10 日，将于春节档

上映的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

生》举办“追光有你：从白蛇缘起到

哪吒重生”追光厂牌作品联动见面

会。电影自全国路演以来好评连

连，北京收官站见面会现场，IMAX
3D 激光版片段首次惊喜放映，酷炫

视觉震撼全场。

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于洲表

示：“从《白蛇：缘起》到《新神榜：哪

吒重生》，我们希望既能传承经典

故事，又能在经典的基础上创新，

做出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故事。”

两部电影的主创团队也亮相与观

众互动，《白蛇：缘起》导演黄家康

认为，镜头语言电影感很强，感觉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动画，而是可以

媲美真人视效大片的电影。《新神

榜：哪吒重生》导演赵霁表示：“距

离《白蛇：缘起》上映已经过去两年

时间，我们希望这次能够给大家交

一个满意的答卷。”

《新神榜：哪吒重生》中的“新

哪吒”李云祥形象抢眼、东方“朋

克”视觉风格非常炫目，追光动画

艺术总监龟爷透露，此次在美术上

“把东方的柔美元素和朋克的硬核

元素做了结合，将东方的内敛和西

方的张扬相融合，打造出片中独一

无二的东海市。”追光动画角色设

计总监崔月梅表示，“做一个现代

版的新哪吒很有挑战，我们的基调

是在原本经典哪吒形象的基础上

加 入 符 合 我 们 片 中 世 界 观 的 特

质。”

此外，《白蛇：缘起》的续作《白

蛇 2》也在现场发布。追光动画联

合创始人于洲和制片人崔迪拉开

片名卷轴，正式揭晓片名 Logo：《白

蛇 2：青蛇劫起》。目前该片正在制

作中。

（林琳）

本报讯 热血励志赛车题材电影

《叱咤风云》日前举行“云叱咤”首映

礼，影片主创全员集结，导演陈奕先，

监制周杰伦，出品人刘畊宏、彭小刀，

演员昆凌、曹佑宁、范逸臣、柯有伦、

高英轩等悉数亮相，与期待已久的粉

丝线上相聚，分享影片台前幕后的精

彩故事，携手揭秘这部 2021 开年的

“激燃之作”。此外，影片的同名主题

曲 MV 完整版也在首映礼上首次曝

光，这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曲尽显专

属赛车电影的极速快感。首映观影

后，到场的媒体和观众也都纷纷给予

好评，称其是“今冬必看之作”。

在这场特别的云首映上，影片各

大主创纷纷亮相，畅谈拍摄的点点滴

滴。曾经就是职业赛车手的导演陈

奕先，称这部电影像是自己人生经历

的投射，他想让观众了解到车手真实

的状态，在潇洒帅气的背后其实充满

了危险。“赛车电影发烧友”周杰伦在

谈到参与《叱咤风云》的初衷时，表示

自己非常欣赏导演用镜头讲故事和

呈现速度感的能力。担任出品人的

刘畊宏也认为导演会展现出车手之

间的情感和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叱咤风云》将揭秘职业车手生

死一瞬的极速世界，主演在拍摄的过

程中也遇到了诸多挑战。饰演女车

手莉莉的昆凌，就透露自己在穿戴好

赛车头盔和各种护具后，在车内狭小

的空间产生了幽闭恐惧症，浑身发

抖，一向高标准的导演则让她在赛道

开车跑三圈，习惯这种感觉。而对于

昆凌此次突破形象、诠释的“巾帼不

让须眉”的霸气女车手，周杰伦毫不

犹豫给予盛赞。男主角曹佑宁也对

于拍摄赛车的戏份印象深刻，他坦言

在炎热天气下，厚重的赛车装备让人

非常焦虑难受，需要充分地适应这种

从未经历过的环境。

除了演员的用心演绎，剧组也将

“精益求精”的宗旨贯穿始终。导演

陈奕先表示，电影中每一辆赛车的引

擎、刹车的声音都不一样，“就像每个

人有不同的灵魂”。周杰伦作为监制

同样尽心尽力，全程把控。在整个团

队的通力合作下，将在大银幕呈现最

刺激震撼的视听盛宴。此外，各位主

创也谈到了《叱咤风云》在 2021年开

年上映的意义。陈奕先希望影片可

以给经历了艰难的观众带来正能量；

刘畊宏则也称，影片将在新年第一个

月带给大家力量、信心与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首映礼上还全球

首发了影片的同名主题曲《叱咤风

云》MV，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范逸

臣、柯有伦两大实力唱将首次合作献

唱，热血十足。MV 的拍摄场景也极

为特别，在一处隧道内打造出了演唱

会般的极致爽感。最令人感到惊喜

的是，周杰伦在MV中出镜，上演了一

段酷炫炸裂的电吉他 Solo 秀。他表

示这是一首“强势”的歌曲，而且看完

电影以后，会对这首歌更有感觉。

《叱咤风云》由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引进，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协助推

广，将于1月15日上映。

（赵丽）

本报讯 改 编 自 游 戏《阴 阳

师》，由陈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

然执导，陈坤、周迅、陈伟霆等主演

的东方新奇幻大片《侍神令》近日

发布制作特辑。曾打造过《风声》、

《寻龙诀》的“黄金搭档”陈国富和

张家鲁再度强强联手，率领顶级幕

后制作团队凭空搭建出了电影中

的奇幻新世界。晴明初登场的原

始森林、晴明与百旎打斗的红楼、

住满侍神的晴明庭院在特辑中一

一展现，陈坤对片中场景不吝夸赞

“超出想象”，表示走进片场完全被

震撼到了。影片使用 IMAX 全画幅

摄影机、超过 2000 个视效镜头、视

效实时合成技术等，以一流的技术

奉献春节最具东方美学的奇幻大

片。

《侍神令》讲述了穿行于人妖

两界的阴阳师晴明，与一众侍神缔

结契约，共同守护平京城的故事。

导演李蔚然希望通过电影为观众

带来一个前所未见的东方奇幻新

世界，他表示：“大多数古装片都有

雷同感，我要我的电影中有观众从

未见过的场景。”为保证最好的呈

现效果，为影片保驾护航的陈国富

与张家鲁也时常在片场反复讨论，

碰撞火花。提到影片的画面呈现，

张家鲁特别介绍以“美”为核心：

“怎么样好看、怎么样华丽、怎么样

让大家看了赏心悦目，这是我们的

指导原则。”

《侍神令》由工夫影业（宁波）有

限公司、北京网易影业文化有限公

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天津猫眼微

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典（北京）

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然视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陈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然

执导，陈坤、周迅、陈伟霆等主演，将

于 2021 年大年初一正式在全国上

映。

（木夕）

本报讯 1 月 11 日，由国家广电

总局策划组织指导，福建省广播电

视局申报立项，宁夏回族自治区广

播电视局支持拍摄，正午阳光出品

的“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

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

视剧展播”剧目《山海情》在京举办

媒体看片会，现场媒体抢鲜观看了

该剧前两集，先一步回到了上世纪

九十年代，见证宁夏西海固人民脱

贫致富的开端。

《山海情》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西海固的移民们在国家政策

的号召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克

服困难，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将飞沙

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

“金沙滩”的故事。

看片会当天，媒体记者观看了该

剧前两集，除了展现观众印象中的扶

贫主题故事，该剧更聚焦放大了“闽

宁模式”下人的故事，让人边笑边流

泪。

剧中，为了脱贫致富，以马得福

为代表的全体扶贫干部和闽宁村新

移民们一起“关关难过关关过”，而剧

外的全体主创成员也为了故事的最

好呈现，在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西北

大地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拍

摄现场最初的时候，甚至连棵让演职

人员可以以纳凉的树都没有”，主演

黄轩表示，“从地窝子到土胚房”既是

闽宁村的成绩，也是《山海情》主创团

队的突破。

1月 12日，电视剧《山海情》正式

开播，每天19：30在浙江卫视、北京卫

视、东方卫视、东南卫视、宁夏卫视黄

金档播出，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跟

播卫视。制片人侯鸿亮透露，除该剧

本身的西北方言版本，主创团队另准

备了普通话版本，力求让剧集兼顾平

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三重标

准的基础上，实现艺术性和传播性的

平衡。

看片会当日，《山海情》导演孔

笙、孙墨龙，制片人侯鸿亮，演员黄

轩、黄觉、热依扎、黄尧、白宇帆、尤勇

智等同时亮相现场，交流拍摄感悟。

（杜思梦）

《刺杀小说家》开茶话会
“特效比《流浪地球》还难”

《叱咤风云》首映礼举行

周杰伦创作主题曲惊喜首播

扶贫大剧《山海情》举行媒体看片会
讲述动人的平凡故事，展现扶贫题材独特魅力

《新神榜：哪吒重生》路演收官

“神仙班底”打造《侍神令》奇幻世界

本报讯 近日，青春励志电影《大

城大楼》在上海举行启动仪式。监

制张建亚、导演谢鸣晓、编剧何晴与

演员陈奕龙、李媛、佟瑞欣等亮相。

据悉，影片由上影集团出品，将于

2021年全国院线上映。

《大城大楼》是一部聚焦“90 后”

成长的青春励志片，讲述了一对 90
后青梅竹马的发小，伴随着如火如

荼的开发大潮，用自己的方式挥洒

青春热血，在各自岗位上，在梦想与

现实之间挣扎，践行梦想，创造奇迹

的故事。

（影子）

本报讯 1 月 12 日，电影《吉祥

如意》发布了一款导演版特别海

报，当天也是导演大鹏的生日。影

片讲述的是一位喜剧片导演突发

奇想，回到东北农村老家，希望将

一家人如何过年拍成一部电影，结

果遭遇一系列意外。

影片背景是导演大鹏的家乡，一

个普通的东北农村。而这个故事，正

是源自导演的真实经历。该片将于1
月29日全国上映，并于1月24日开启

超前点映。 （花花）

本报讯 由阮金执导，杰西·艾森

伯格、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萨尔

玛·海耶克主演的《蜂鸟计划》宣布中

国内地定档1月29日。

片中，一对高频交易行业的精英

兄弟与冷血的老东家竞争，计划在堪

萨斯州和新泽西之间修建光纤电缆，

以此更快地获得股市信息，赚取巨额

财富，但层出不穷的障碍却令两人的

追梦之旅困难重重。 （花花）

青春励志片《大城大楼》启动

《蜂鸟计划》定档1月29日

《吉祥如意》发特别版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