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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映画

《武汉日夜》

2020 年 1 月 23 日，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武汉关闭离汉通道。900

万武汉人与来自全国各地医疗系

统及其他行业的一线人员，一起打

响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上映日期：1月 22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曹金玲

编剧：曹金玲

主演：田定远/孟宪明/杨莉/苏
洁

出品方：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发行方：一九零五影业

《山路十八湾》

机关干部冯曙光主动请缨，前

往十八湾村去驻村扶贫，进村后面

临着重重困难，但他心怀初心，一

心为民，脚踏实地为村民谋福利，

向贫困发起了英勇宣战，带领深度

贫困村走上了小康之路。

上映日期：1月 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凌学松

编剧：杜鸿

主演：郭秋成/李彦萱/高星豪/宋
沐心

出品方：懿合鼎影视/晨暮之光

发行方：南京岽夏

《幸运电梯》

遭遇中年危机的夫妇曹小军

与范文娟十年婚姻走到了尽头，离

婚前夜两人相约来到旧居以作最

后的了断，不料离开时却双双被困

电梯。一场“电梯脱险记”伴随一

场“龙凤斗”，在十平米不到的电梯

里上演，两人历经周折百转千回却

始终未能逃出困境，然而就在解数

已尽之时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

机。

上映日期：1月 22日

类型：剧情

导演：晏菲

编剧：晏菲

主演：刘亭作/宋梓侨

出品方：哈勃帷影文化

发行方：安石英纳

《大红包》

陈重的前女友杜莹“劈腿”傍

大款，两人的分手在公司闹得沸沸

扬扬，颜面扫地的陈重向公司申请

外调老家海南岛分公司再也不回

来。临行前，陈重发现自己工作八

年为了发展业务社交广泛，领导、

同事、客户结婚、生孩子自己随礼

送出的红包就有 30 多万。他决定

办一个假婚礼把这些年送出的红

包收回来再去海南。

上映日期：1月 22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李克龙

编剧：李克龙

主演：包贝尔/克拉拉/张一鸣/

贾冰

出品方：克龙影业/上弦月影

业/从横四海/嘉恒时代/淘票票/大
宋如歌/铂冠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

《少年梦2》

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磊得知了

国家鼓励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返乡

创业，并给予政策支持。这个消息

让方磊兴奋不已。他决定要回乡

办农家院和采摘园，带动村里的经

济，实现自己少年时的梦想。

上映日期：1月 19日

类型：剧情

导演：王宇

编剧：王宇

主演：薛祺/葛佳佳/梁家仁/王
迪

出品方：宇宙中极文化

发行方：寰球影视

《魔法鼠乐园》

冒失冲动的魔法鼠罗宾，无意

中掉入魔法密室，放走了魔法球，

魔法鼠乐园面临着黑暗城堡的威

胁，为了保护魔法鼠乐园，罗宾与

他的好朋友，踏上了寻找魔法球的

冒险旅程。

上映日期：1月 23日

类型：动画

导演：姜勇

编剧：曾文丽/王辉

出品方：锋尚锐志/影聚天下/
太平洋院线

发行方：锋尚锐志

《与我跳舞》（日）

一流公司职员铃木静香因为

被催眠，听到音乐后，就会不由自

主地唱歌跳舞，从而引发了一系列

荒唐搞笑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 22日

类型：喜剧/剧情

导演：矢口史靖

编剧：矢口史靖

主演：三吉彩花/永谷真绘/林
田麻里/三浦贵大

出品方：日本华纳兄弟公司

发行方：中影

《指挥家》（荷兰）

讲述了“史上最伟大女指挥

家”安东尼娅·布·克勇敢追求音乐

梦想，在女性社会地位极度受限的

上世纪20年代，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 22日

类型：爱情

导演：玛利亚·彼特斯

编剧：玛利亚·彼特斯

主演：克里斯蒂亚娜 ?德?布奥

恩/本杰明·温赖特/斯科特·特纳·
菲尔德

出品方：荷兰流星影业

发行方：华夏本报讯 由张一白、韩琰执导，里

则林编剧的青春歌舞电影《燃野少年

的天空》日前在海南阶段性杀青，并

发布一张颇有味道的“咸鱼“概念海

报。

《燃野少年的天空》于2018年开

始筹备，2020 年 11 月在海南海口开

机，历经两个月的拍摄周期，如今宣

告阶段性杀青。概念海报首度揭开

本片的神秘面纱。在全国大面积寒

潮的席卷之下，这张海报却令人仿佛

闻到了南海微咸而温热的海风，蓝天

之上、白云朵朵，也令人向往着夏天

的味道。

《燃野少年的天空》将延续 2020
年张一白热播剧《风犬少年的天空》

中青春和喜剧两大元素，但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这次导演张一白选择

用歌舞片作为承载，将大胆挑战这

个在华语电影中鲜少有人触及的类

型。《风犬少年的天空》以社会青春

剧开创了新一代青春剧类型，即将

于今年暑期上映的《燃野少年的天

空》能否以耳目一新的青春歌舞电

影再创佳绩，令人期待。

（影子）

本报讯 1月 13日，《我和班主任

的故事》开机仪式在深圳举行。电

影由深圳市东方哈佛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深圳市湖西实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和深圳市潮汕文化研究会联合

出品，河北省新闻图片社有限公司承

制，高峰导演执导、王梦灵担任编剧，

演员曹磊、来喜、翟小兴，杨千慧，赵

菁，李祎凡，彭媛等主演。

《我和班主任的故事》是关于青

春励志的成长故事，个性叛逆、成绩

垫底的高中女生小米在班主任马力

老师的关怀引导下，一改消极放任

态度，努力向上最终考上理想大学，

她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也因她的改

变而受影响，开始勇敢面对各自的

人生。

文泽艺润，立德树人，成长从来

不是一件小事，电影希望以教育为

出发点，点燃青少年一代的学习和

对青春的热情。未来，希望能带来

更多的优秀影片，为培养青少年一

代做出贡献、为祖国的影视教育事

业出一份力。

该片从师生、家庭的情感和冲突

切入，表达了在成长的道路上，老师

的引导、家人朋友的陪伴对青少年成

长的思考和探寻。 （姬政鹏）

本报讯 由董越编剧和导演、黄

晓明领衔主演的犯罪悬疑电影《戴假

发的人》于近日在武汉杀青。

该片由黄晓明领衔主演，讲述了

由他饰演的夜班出租车司机孟中，因

搭载了一名神秘醉汉，从此彻底改变

了命运轨迹的犯罪悬疑故事。在电

影杀青之际，片方首度发布了一组黄

晓明的出租车司机造型剧照。过分

消瘦的面孔、凌乱的头发、浓郁的络

腮胡、干裂的皮肤、一身明显不合身

的衣服……剧照中，这些细节处处都

透露着孟中的窘迫。而他紧绷的身

体、警惕的眼神，再加上略显阴暗的

雨夜环境，不禁令观众充满好奇：这

位夜班出租车司机刚刚经历过什

么？他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戴假发的人》于去年 10月在武

汉开机并拍摄。在开机日导演董越

曾发布动情演讲，表示希望“用这部

在疫情期间筹备的电影，向这座经历

过磨难、能够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致

敬”。在电影杀青之际，董越也发布

长文，直言拍摄期间的心路历程。

长文中，董越导演文笔细腻地记

录下最后一个镜头的杀青时刻并由

此回顾拍摄期间的点点滴滴。对于

作品本身，董越表示《戴假发的人》这

部电影讲的是无常，“而 2020年让我

们重新开始认识世界的本质，不是无

常又能是什么呢？”谈到黄晓明，他则

直言直到与其合作过，才“了解了他

的真实、善良、他的热情、他被低估的

才华”。此外，导演还真诚感谢了剧

组成员对自己的信任，“有了信任感，

便有了我们之间的缘分，我们才能聚

在一起，在这部戏里献计献策献青

春。”

电影《戴假发的人》由英皇电影

出品，有望于2021年上映。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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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神集结”预

告及“平京绘卷”海报。陈坤饰演的晴

明因半人半妖身份而被两界不容，在

妖域与平京城之间的庭院收留同病相

怜的妖，缔结同生共死“侍神令”守护

家园。周迅饰演的百旎对晴明执念颇

深，而陈伟霆饰演的慈沐也首曝“黑

化人设”，桃花、雪女、镰鼬、山兔、鸦天

狗等一众侍神集结亮相，与晴明共御

强敌。手绘海报极具东方美，以绮丽

画风描摹奇幻场景，暗藏晴明、百旎、

慈沐等角色细节和故事看点，展现本

片的全新世界观。

在陈坤看来，晴明这个角色“脆弱

而骄傲”，而他与周迅饰演的百旎之

间、与妖之间同样缔结的“侍神令”，又

代表着承诺与忠诚，无关身份，只有真

心。陈坤也表达了对这一设定的解

读：“侍神令代表某种完全的相信和承

诺，我在演晴明的过程中特别喜欢这

个命题。”对此周迅和陈坤有同样的默

契：“缔结侍神令，代表着永不背叛，所

以这是非常忠诚的。”因此，对于身为

阴阳寮掌案的百旎来说，看似背叛的

晴明和他们曾经的承诺之间的两难抉

择，最终化作了执念，促使她从未放弃

追捕晴明，二人因此陷入情感纠葛。

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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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神令》发布“侍神集结”预告

董越导演新作《戴假发的人》杀青 《我和班主任的故事》深圳开机

本报讯 纪录电影《棒！少年》于

1 月 12 日 16：00 上线爱奇艺。《棒！

少年》由导演许慧晶历时三年创作，

真实呈现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困

境少年由前奥运国手海选到爱心棒

球基地，在七十岁传奇教练的带领

下，开始零基础学习打棒球，直至赴

美征战的故事。

《棒！少年》总制片人、爱奇艺

高级总监、灿然工作室负责人齐康

表示，“我们尝试将《棒！少年》的故

事通过 Docfilm 和 Docseries 两种形

态呈现给观众，不同的语态，相同的

戏核，观众可以根据个人审美偏好

去选择不同的阅读场景。”

（喵喵）

《棒！少年》1月12日上线流媒体

《燃野少年的天空》有望暑期上映

本报讯 由刘德华监制，饶晓志

执导，刘德华、肖央、万茜、程怡、黄小

蕾等主演的电影《人潮汹涌》近日发

布了一支肖央“小人物做主角”特

辑。特辑中肖央从一个穷困潦倒的

落寞群演，到冒充一个表面光鲜亮丽

的危险杀手，在体验不一样生活的同

时，也改变了人生的态度。

影片讲述了顶级杀手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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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热血的故事。影片是导演饶晓志

继《你好，疯子！》、《无名之辈》后，再

次挑战的荒诞喜剧，将于 2021 年大

年初一正式上映。 （喵喵）

《人潮汹涌》发布肖央特辑

本报讯 喜剧电影《极品芝麻官》

正式定档，将于1月29日上线。影片

由王晶担任编剧，王晶、钟侃燮执导，

陈浩民、胡然、张璇、叶项明、孙凯、蔡

祥宇等主演。

《极品芝麻官》以一起豪门冤案

为线索，讲述了发生在江南状师马如

龙身边的一系列故事。 （喵喵）

喜剧《极品芝麻官》定档1月29日

本报讯 近日，电影《刺杀小说

家》发布一支国际版预告，北美定档

2月12日，和内地同步上映。

影片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

由路阳执导，宁浩监制，雷佳音、杨

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飞和佟丽娅

等主演。影片由“两个世界”相互交

织而成，父亲为寻找失踪女儿，接下

刺杀小说家的任务，而同时，小说家

笔下少年复仇的奇幻世界，也正影响

着现实世界。

《刺杀小说家》
北美定档2月12日

本报讯 1月 14日，电影《吉祥如

意》发布父女版剧照。在四款剧照

中，分别是两位“女儿”和父亲的合

影，画面质感真实质朴，细节和场景

少有打磨和修饰的痕迹，更像是触手

可及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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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拍电影而聚齐的

家庭成员们，完成了最后的聚会。电

影将于 2021年 1月 29日全国上映，1
月24日开启超前点映。

（喵喵）

本报讯《小伟》（原名<慕伶，一

鸣，伟明>）继“慕伶”、“一鸣”单人预

告后，于1月14日发布爸爸“伟明”人

物预告。影片由黄梓导演、编剧，高

翰文、彭杏英、薛立贤主演，将于 1月

22日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个地道的“广东传

统家庭”的故事，父亲伟明突然患癌

不久人世，母亲慕伶被迫扛起家庭重

担，儿子一鸣面临着他这个年纪还无

法承受的家庭变故，他深陷青春期的

沼泽只渴望着逃脱。 （喵喵）

《吉祥如意》发布父女版剧照

《小伟》发布单人预告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