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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映画

本报讯 由贾玲编剧并执导，贾

玲、张小斐、沈腾、陈赫主演的喜剧

《你好，李焕英》日前发布“挂历”海

报，四位主演置身于盛开的百花丛

中热闹喜庆。当下已经进入年关，

年画挂历风海报格外应景。电影将

于大年初一（2 月 12 日）全国上映。

在日前发布的“挂历”海报中，

大家置身于百花齐放挂历本样式的

海报中，一个个喜笑颜开。贾晓玲

甜笑满分宛如年画娃娃，让人不由

自主跟着一起笑起来。李焕英手持

花枝，少女的娇俏让人满心欢喜。

沈光林小脸一歪，“坏”笑起来。冷

特小手一抬，“戏从中来”。四位性

格各异的主演形象跃然纸上，让人

不禁好奇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笑

闹故事。

该片由贾玲编剧并执导，2016
年 7 月完成了小品创作，而后创作

团队一起打磨了四年，无数看过小

品的观众都被贾玲作品里真挚的情

感所打动。“我想我妈了”、“笑和哭

全由贾玲操控”、“猛虎落泪”、“笑岔

气了”……网友的评价让作品更加

丰满更有意义。此次，贾玲更是集

结张小斐、沈腾、陈赫等一众“笑

匠”，为观众献上一部诚意之作。

对于拍摄电影，贾玲表示：“就像

生活中把我妈妈介绍给我的好朋友、

好闺蜜一样，希望大家认识她。当我

们见到自己的妈妈，她们已经变成了

中年妇女，但是她们曾经也是花季少

女。李焕英，既是我的妈妈，也是她

自己。希望妈妈能多为自己而活。”

不少观众看到贾玲这番话纷纷表示

“直戳心窝子”，大家都会心疼妈妈对

于孩子和家庭的付出。

影片由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阿里

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出品。

（猫叔）

本报讯 近日，电影《唐人街探案

3》发布一组“走过四季”版海报，表达

在过去分别的一年中，对观众的思

念，对再次团圆的期盼。

《唐人街探案 3》中，王宝强、刘昊

然这对神探组合空降东京，海报跟随

他们的步伐，呈现出东京的四季美景

和电影中的“名场面”。春有漫天樱

花，夏有热火舞龙。秋天，唐仁和秦

风疯狂撒钱，电影中，这一场戏取景

于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涩谷十字路

口，剧组除前往实地拍摄外，还搭建

了 1：1的涩谷，调度数以万计群演。

此次电影集结了亚洲全明星阵

容。王宝强、刘昊然与妻夫木聪、托

尼贾组成亚洲侦探联盟，实力派演员

长泽雅美、染谷将太、铃木保奈美、浅

野忠信、三浦友和等纷纷加盟，尚语

贤、肖央、张子枫、邱泽、张钧甯等悉

数回归，观众表示简直是聚齐全家偶

像，“一家老少喜欢的演员都在这儿

了”。该片在制作上比肩世界顶尖水

准 ，是 全 球 第 四 部 全 程 用 ALEXA
IMAX 拍摄的影片，带来最具震撼力

的视听盛宴、2021 春节档“最强合家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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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的东方新奇幻电影《侍神令》日

前发布“坤霆斗技”预告。

在《侍神令》中，陈坤饰演半

人半妖的“异类”晴明，陈伟霆饰

演阴阳寮大师兄慈沐，二人本是

亲密无间的师兄弟，分别数年再

相见慈沐却站在晴明的对立面，

这其中的是非曲折不禁引人猜

测。慈沐从正气凛然到入魔黑

化，人物状态跨度极大。首次与

陈坤合作的陈伟霆说，在和前辈

陈坤大量的对手戏中学到了很

多，他们的默契不需要培养，“第

一个镜头就能感受到他的节奏”，

而陈坤了解到陈伟霆的黑化造型

要化五个小时后，对他的敬业态

度表示欣赏：“他的特效妆要化 5
个小时，很辛苦的，让我很尊重。”

一同曝光的“一念成神、一念

成魔”版海报，更进一步暗示了晴

明和慈沐两个人的迥异命运。从

小同在阴阳寮长大的晴明和慈

沐，一人用扇，一人持剑，然而一

念之差，晴明和慈沐却选择了一

正一邪截然不同的道路。白色长

发的晴明看似妖化，但眼神依然

善良正义，暗涵复杂多面的人物

性格。而陈伟霆饰演的慈沐妖化

后，赤瞳长角，被力量反噬，邪气

冲天，眼里再无半点当初正直善

良的影子。随着晴明和慈沐人设

信息不断曝光，也令人愈发好奇，

陈坤和陈伟霆会如何演绎这对同

样拥有双面反差的师兄弟，大年

初一，影院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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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夕）

本报讯 由宋阳导演，艾伦、沈

腾主演的奇幻喜剧电影《超能一

家人》日前正式杀青，并曝光一组

“超能”主题杀青图，展现了这部

开心麻花史上最大制作电影的

“超能”瞬间。171 天的历程，经受

俄罗斯极寒环境，拍摄大量动作、

特效镜头，种种细节数字，足见制

作的工业质感，足见剧组的突破

和用心。

《超能一家人》讲述了多年前

离家出走的郑前（艾伦 饰），回老

家喀西契克参加爷爷葬礼，却见

证一家人触发超能力的故事。影

片是开心麻花史上制作投入最

大、难度最高的电影，导演宋阳带

领剧组跨国拍摄、辗转六地，俄罗

斯拍摄占比近 50%，超 1700 个特

效镜头。这是开心麻花电影在制

作工业水准上的全面升级，幕后

班底更是星光熠熠。电影集结

《误杀》、《一念无明》的摄影指导

张颖，《锰钾》、《缉魂》的美术指导

黄美清，《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

的动作指导伍刚，还特别邀请视

效总监姜洤，他曾参与过《蚁人》、

《黑豹》、《饥饿游戏》等诸多好莱

坞特效大片，众位“大咖”将为这

部奇幻喜剧大片保驾护航。

此前概念海报发布后，观众表

示除了期待，还发现开心麻花这次

有点不一样，“看到海报就想笑，故

事设定则充满了新鲜和喜感。”这

次杀青图透露的信息，也让人愈发

期待宋阳导演在《羞羞的铁拳》之

后，为原汁原味的“麻花包袱”，增

添耳目一新的奇幻色彩。

《超能一家人》由宋阳执导，

艾伦、沈腾、陶慧、张琪、韩彦博、

白丽娜主演；浙江开心麻花影业

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

共同出品，淘票票发行。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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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玛格丽特·杜拉斯，二十世纪最

有影响、最具个性的法国作家之一，

同时也是一名以颠覆性影像实践著

称的电影人。1980年6月，杜拉斯受

“新浪潮”摇篮、世界知名杂志《电影

手册》编辑部邀请，推出电影专论特

刊《绿眼睛》。

在本书中，杜拉斯介绍了拍片过

程中的个人心路与思想脉络，以及对

周遭世界与种种争议的看法。收录

文章既包含《电影手册》编辑对杜拉

斯的专访，也有杜拉斯与同时代备受

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作家、导演的

对谈，还穿插着与主题相关的信函、

随笔或宣言、檄文。

作为一部关于艺术创作的箴言

集、关于当代社会的省思录，《绿眼

睛》有着杜拉斯一贯的行文风格：跳

跃、拼贴、非线性的文本组织，极具破

坏性和压迫感的高密度文字流，以及

满溢于字里行间的作者强大的精神

魅力——孤傲睿智、愤世嫉俗，近乎

孩子气的野性和好奇心。

这些文字营造出激情与柔情并

存的对话场域，新增的 60 余幅照片

则建构了一个以“观看”为基础的

游戏互动空间，要求看书的读者在

交错的视线中探寻深藏的真相：关

于电影，关于写作，关于世界，关于

自我。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世界著名文学家、导演

玛格丽特·杜拉斯唯一一本专论个

人电影观的代表性著作。1980 年 6

月，杜拉斯受知名杂志《电影手册》

编辑部邀请，参与其策划的特刊《绿

眼睛》，随后编纂成书、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她回顾了自己在编剧、

执导电影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

涌现的种种思索，亦点评了卓别林、

戈达尔、伍迪·艾伦、卡赞等导演的

创作风格，也谈及其文学、政治观点

与私人生活。本书还收录了 60 余幅

照片，部分出自杜拉斯之子让·马斯

科洛及其本人的珍藏，是杜拉斯作品

和人生的历史见证。

《湘江1934·向死而生》

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

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

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

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

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

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上映日期：1月 28日

类型：动画

导演：梁伟基/陆竑明

编剧：荣斌/明韵/陆樱仁/韦晗

依/黄露瑶/鲁雁

出品方：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千
年传说影视/清大知好乐教育

发行方：影咖文化/万峰影视

《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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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映日期：1月 29日

类型：剧情

导演：大鹏

编剧：大鹏

主演：王吉祥/大鹏/刘陆

出品方：他城影业/儒意影视/猫
眼微影/世间万相文化

发行方：联瑞小树苗影业/联瑞

影视/猫眼微影/中影/中数/儒意影视

《移情高手》

陈俊飞和团队以帮助客户解决

婚姻情感中的问题而混的风生水

起。为了完成一个叫单卓的美女客

户委托，陈俊飞亲自下场假冒算命大

师伪装明星助理套路满满，对单卓死

缠烂打。不料麻烦接踵而来，号称移

情高手的陈俊飞发现这一次的委托

绝对没那么简单。

上映日期：1月 29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郑来志

编剧：郑来志/刘宇/杨啸/孙天禾

主演：王智/高晓攀/于莎莎/衣云鹤

出品方：志存高远/风光影视

发行方：环鹰时代

《卸甲归来》

讲述了退役军人为了解救被困

孤岛的人质，带领临时成立的特别行

动小组，与犯罪分子对决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 30日

类型：动作

导演：杜修斌

编剧：刘婉婷/单坤

主演：吕良伟/徐冬冬/元彪/周海媚

出品方：华影世纪影视/三棵梧

桐影业

发行方：众合千澄影业

《温泉屋的小老板娘》（日本）

小学六年级的小织，在父母车祸

双亡后被经营温泉旅馆「春之屋」的

外婆收养，也开始了她的小女将修行

之路。少根筋又冒失的她，时常被敌

对旅馆同龄之女秋野真月嘲笑,但生

性乐天的小织，在旅馆里的幽灵小

卖、美阳及铃鬼鼓励之下，努力地招

待每位客人。

上映日期：1月 29日

类型：动画

导演：高坂希太郎

编剧：令丈裕子/亚沙美/吉田玲子

配音：水树奈奈/松田飒水/小林

星兰

出品方：日本伽嘎株式会社

发行方：华夏

贾玲笑成“年画娃娃”

《你好，李焕英》发挂历海报

《唐人街探案3》发“走过四季”海报

《侍神令》发布“坤霆斗技”预告 《超能一家人》创开心麻花制作之最

◎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

本报讯 1月22日，真人电影《猫

和老鼠》正式发布中文海报，确认引

进中国内地，目前档期待定。位于

海报视觉中心的依然是大家熟悉的

老朋友——汤姆和杰瑞。

该片改编自经典同名动画，以

真人与动画结合的模式呈现，由蒂

姆·斯托瑞（《佐州自救兄弟》《神奇

四侠 2》）执导，科洛·莫瑞兹、迈克

尔·佩纳、肯·郑、科林·乔斯特等出

演。影片故事发生在繁华的大都市

纽约，少女凯拉刚刚入职豪华大酒

店就碰上了叫人头疼的难题——杰

瑞的突然出现令酒店最近承接的世

纪婚礼岌岌可危，于是她雇佣汤姆

来解决大麻烦。 （喵喵）

本报讯 1 月 21 日，由日本漫画

家矢泽爱打造的人气少女漫画

《NANA》，宣布中国版影视开发正式

启动，名为《娜娜》。该剧由陈正道

担任总导演，将这一经典 IP 打造成

兼具青春追梦内涵和中国本土文化

的作品。陈正道曾执导过《记忆大

师》、《重返二十岁》、《催眠大师》、

《摩天大楼》等众多电影、网络剧作

品。

中国版《娜娜》将延续原著中的

核心价值，在保留原有的情感故事

和人物设定的部分外，将青春热血、

音乐追梦的主题新生于中国土壤。

一方面展现一代人的理想、爱情与

成长记忆，另一方面致敬中国摇滚

音乐文化浪潮时代，以全新视角见

证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

为了能再次与观众共同奏出

《NANA》这首交织着命运羁绊和梦

幻青春的“摇滚曲”，此次中国版《娜

娜》的主要角色都将通过全国海选

的方式选出。

（喵喵）

本报讯 近日，由雪村执导的中国

首部聚焦民间救援题材的献礼建党

一百周年的院线大片《东北人都是活

雷锋》剧组已经进驻黑龙江，在紧锣

密鼓开展棚内置景的同时也完成了

该片中冬捕节等相关大场景的写实

镜头拍摄工作。

据了解，雪村所率剧组成员在黑

龙江地区严格按照国家防疫要求，全

面做好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疫情防护

措施，并安排剧组人员每七天进行一

次全员核酸检测，并根据疫情防控预

判延期二十天至正月初五正式开

机。在此期间，雪村要求全组人员在

紧张工作的同时加强饮食营养均衡

及体育锻炼，力求在提升自身免疫能

力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健康安全保障。

（喵喵）

陈正道“中国版《娜娜》”全国选角

电影《猫和老鼠》确认引进内地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即将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