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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

成长于重男轻女家庭环境中的姐

弟俩，原本关系冷漠疏离，但在父母车

祸离世后，面临抚养弟弟还是追求个

人独立生活抉择的姐姐，重新意识到

了亲情深处血浓于水的意义。

上映日期：4月2日

类型：剧情

导演：殷若昕

编剧：游晓颖

主演：张子枫/肖央/朱媛媛/段博文

出品方：联瑞/突燃/横店影业/中
影/淘票票/猫眼微影/不好意思影视/星
空影业/石榴影业/竹也文化/成林传媒/
联瑞木马/迈特/耀影

发行方：中影/联瑞小树苗/微梦创

科/红星美凯龙影业/新影联

《明天会好的》

年近三十成绩平平的编剧萧渝与

同样才华无法变现的音乐人季野意外

成为合租室友，啼笑皆非的同居生活

中，二人渐生情愫。现实打击梦想，但

他俩相互陪伴，彼此鼓励。在或许不太

好的今天苦中作乐，并坚信明天更好。

上映日期：4月2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袁媛

编剧：林励/袁媛

主演：姜逸磊/张超/吴玉芳/白客

出品方：衡鹿影视/光线传媒/乐开

花/暖流文化/合众睿客

发行方：光线传媒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

混沌初开之时，世上的第一只妖

诞生，名元蒂，被奉为妖祖。千百万年

后，昔日妖王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

下救出，一同前往西天取经。而传说

中的妖祖元蒂这时再次出现，三界岌

岌可危。两代妖王注定终极一战，但

这次孙悟空遇上的，是前所未见的劲

敌……

上映日期：4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王云飞

编剧：吴晓宇/王云飞

配音：边江/张磊/蔡海婷/苏尚卿

出品方：星皓影业

发行方：安石英纳

《第十一回》

30年前一桩杀人案，被市话剧团

拿来改编成舞台剧，马福礼作为杀人

案的当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生活再

起波澜。马福礼一边忙着和话剧团导

演胡昆汀纠缠掰理，一边找律师翻案

寻求真相还自己清白，还要忙着调和

妻子金彩铃和女儿金多多剑拔弩张的

关系，生活给了他多记重锤。

上映日期：4月2日

类型：喜剧/剧情

导演：陈建斌/牛牛/陈建斌/雷志龙

编剧：牛建荣

主演：周迅/陈建斌/窦靖童/春夏

出品方：嘉博/猫眼微影/中影/腾
讯影业/业余时间/东申

发行方：猫眼微影

《进城记》

作为反映易地扶贫搬迁的纪录电

影《出山记》的姊妹篇，《进城记》持续

跟踪这些搬迁住户，记录他们如何走

进城市，如何融入城市，如何从移民变

为居民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2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焦波

出品方：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遵
义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遵义市委宣传

部/焦波光影

发行方：星空电影院线

《生生》

生生拿到了哥哥的手机，发现他

一直在关注一个网络直播，名叫“活过

一百天”。这个直播间的明星一位叫

莉莉的老奶奶。老奶奶被诊断出肺癌

晚期，但是在很努力地生活，且已经超

出了医生的预期。

上映日期：4月2日

类型：剧情

导演：安邦

编剧：安邦/郑英敏

主演：鲍起静/吴至璿/严艺文/蔡
亘晏

出品方：老灰狼影片

发行方：华夏

《奇异世界历险记》

宇文数学一直认为人生的成功应

该用奖状和金牌堆砌而成，从不屑于

与同龄人玩耍的他为了完成团队作业

不得不进入儿童乐园，误打误撞中进

入了奇异世界，展开了一段新的冒险。

上映日期：4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张天玥

编剧：任海啸/丁昊

出品方：绘心动漫/锋尚锐志/蘑菇

动漫/中南红动漫

发行方：锋尚锐志

《小美人鱼的奇幻冒险》

讲述在神秘的海洋国度，美丽勇

敢的小美人鱼抗争传统束缚，追求自

由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思明

编剧：牛琳涛

出品方：娱果影业/影时空文化

发行方：影时空文化

《恐龙飞车》

在遥远的恐龙星球，三角龙菜头

从小喜欢汽车，能够参加恐龙世界的

“神龙谷”赛车总决赛是菜头和所有车

手的梦想，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父亲

是最棒的赛车手，并被神龙谷赛车场

的幕后老板陷害，怀揣赛车梦想和为

父亲复仇的菜头，在洋葱和明叔的帮

助下，与反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赛车

大战。

上映日期：4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丁远大/朱国洋

编剧：岑国光/金晓敏

配音：李慧娴/四喜/叶佳林/骆继上

出品方：春晖动画/游族文化

发行方：博视众和

◎ 映画

本报讯 近日，由陈正道执导，殳

俏编剧，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许玮

甯、荣梓杉领衔主演的五一档悬疑电

影《秘密访客》发布新剧照，释放更多

剧情信息。五位主演在各自房间内

终于卸下伪装的面具，将真实的自我

展露在观众的眼前。他们为什么在

本该温暖的家中有两副面孔？四口

之家和秘密访客各自都背负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目的？不禁让人对影片产

生猜想。

此次发布的最新剧照将镜头定

格在这个诡异家庭中每名成员独处

时的样子。父亲（郭富城 饰）一改威

严肃穆的形象，在他的避风港痛哭流

泪；姐姐（张子枫 饰）神情冷漠，眉眼

间有愤怒也有无奈；母亲（许玮甯

饰）一反温柔和善，在床底专注搜寻

着什么；弟弟（荣梓杉 饰）也不再乖

巧，躲在被窝里时刻关注着外界的动

静；而这个家庭中的访客（段奕宏

饰）则面色凝重，他在这个家的地下

室里，仰头凝视楼上的一家人，他到

底在想什么？仿佛对这个家有了复

杂的感情？是畏惧？是不舍？这个

家的每个人仿佛都拥有两副面孔，他

们的神情在告诉我们，家中的秘密让

他们时刻防备着，即使是家人也不能

松懈，究竟他们隐藏的秘密是什么，

让人十分好奇。

《秘密访客》是悬疑“鬼才”导演陈

正道继《催眠大师》、《记忆大师》之后

又一部悬疑力作，讲述了和睦的四口

之家的平静生活被一位陌生客人打

破，一件件“怪事”随之而来。影片由

新丽传媒、阿里巴巴影业（北京）出品，

将于5月1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亚当·温加德执导，亚历

山大·斯卡斯加德、丽贝卡·豪尔等共演

的怪兽灾难片《哥斯拉大战金刚》已于3
月 26日登陆全国影院。该片首周票房

约4.6亿元。3月25日，IMAX在京举办

提前观影，通过纤毫毕现的 IMAX大银

幕，观众在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高能酣

战中提前见证了两大王者级怪兽内地大

银幕首度同框对决。

影片集结哥斯拉与金刚两大战斗

力最强的怪兽界“顶流”，成为 IMAX大

银幕的最大看点。片中充斥着诸如海

上投弹、吐息毁城市、甩尾毁飞机等双

王对决的名场面，强劲的视觉冲击让观

众在地动山摇中近距离观摩王者争

雄。与此同时，观众也在各种酣战中感

受着“哥总”与“靓仔”的魅力人设。

（林琳）

本报讯 3月 26日，由罗勒·莎菲编

剧并执导，佐伊·卡赞、安德丽娅·赖斯

伯勒、杰伊·巴鲁切尔、比尔·奈伊等主

演的电影《陌生人的善意》独家上线欢

喜首映。影片改编自田纳西·威廉斯的

著名戏剧《欲望号街车》，以一位长期遭

遇家庭暴力的年轻母亲为轴，讲述了母

子三人在出逃后与心地善良的陌生人

之间碰撞出的人性火花，被称为“残酷

生活中拍给城市人和成年人的童话“。

该片从家庭暴力这一社会议题讲

起，平实有力地刻画出一位勇敢坚韧的

年轻母亲形象，并通过底层人物相互交

织的人生境遇，激扬了人与人之间的宽

容与友爱，收获观众“细腻温暖”、“内容

编排独特新颖”等赞誉。本片为 2019
年第 6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片，并

提名当届金熊奖最佳影片。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大地电影开发

并主控出品，殷若昕导演，焦雄屏

监制，张子枫、张宥浩、徐帆、焦刚

领衔主演的青春电影《再见，少年》

发布定档海报以及预告，宣布将于

4 月 16 日全国公映。该片汇集两

代实力派演员，描绘了在千禧年间

复杂多变的大社会环境之下，两个

命运不同的少年意外相遇后互相

陪伴成长，温暖彼此，最终却还是

因现实而渐行渐远的一段青春回

忆，令人期待。

在首次发布的定档预告中，

南方的小城里，冒着热气的路边

摊、绿皮车的鸣笛声，向远方无限

延伸的铁轨，木质的黑板课桌和

朴素的校服，将观众带回千禧年

代的青葱岁月。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预告中还曝光了两位“老戏

骨”——徐帆和焦刚，让观众对影

片品质有了更多信心。

《再见，少年》是导演殷若昕的

处女作，不同于以往青春题材作品，

该片以独特视角切入，把故事聚焦

在千禧年下岗潮的时代背景下，将

大时代、小家庭、真友谊三者相互关

联。在那个很多成年人都无法解决

困境的环境中，青涩懵懂的少年们

面对未知的挑战更加无措。张辰浩

天真的幻想自己考上大学，妈妈就

会醒过来，人生会发生奇迹；黎菲简

单的认定，全世界只有自己才能帮

助和拯救她的少年——人物与家庭

以及社会的矛盾感油然而生。浪漫

和现实的交错下，青春背后多了点

沉重且复杂的意味。

该片由大地时代、北京大隐光

时、英皇(北京)、上海禧优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大力支持，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电影《歌声的翅膀》已于 3 月 28 日

上映，并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影片融合了青春、歌舞、友情、

爱情等元素，在展现新疆多彩文化

和风土人情的同时，诠释出新时代

青年人团结一心、砥砺前行的豪迈

激情。

多位电影界重量级专家、学者

对该片的主体立意、艺术水准、创作

手法、突破创新给予了高度肯定，称

赞该片“以艺术形式书写大美新疆，

是中国音乐歌舞电影的全新探索”。

歌舞片是一个创作难度非常高

的类型。从中国电影市场来看，歌

舞片创作整体上数量极少，更缺乏

成功的个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歌声的翅

膀》的艺术探索颇值得关注。《中国

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表示，该片以扑

面而来的民族特色、精彩纷呈的歌

舞呈现、别具匠心的叙事策略、正大

宏阔的价值追求、沁人心脾的新疆

大美，在中国歌舞片创作路径上进

行了开拓。

近几年，国产电影在类型开拓

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幻片《流浪

地球》、历史战争片《八佰》、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等都在所属领

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电 影 的 繁 荣 必 须“ 提 倡 多 样

化”，“多样化”不仅要包括题材、内

容、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而且还需

要实现艺术类型的多样化。著名评

论家张思涛表示，正因为如此，我们

应该重视影片《歌声的翅膀》在电影

类型创造中的意义，应该肯定这部

影片在中国“歌舞电影”创作和艺术

探索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为全景式呈现新疆五彩斑斓的

山川大地、异彩纷呈的民风民情，

《歌声的翅膀》摄制组在总导演高黄

刚的带领下，从新疆西北部的塔城

一路南下，跨越七个地州，行程两万

余公里，最终抵达帕米尔高原。

高黄刚表示：“探索创新之路往

往充满挑战，但我们近年来始终坚

持着主旋律影片文艺化表达和类型

化讲述的理念，坚守在这块热土上，

努力前行。我们的创作初心在于展

示好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砥砺

奋进的美好现实，为新疆画像、放

歌、起舞。”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

所研究员晁正蓉认为，《歌声的翅

膀》在通过音乐制作和歌舞编排，体

现出浓浓的现代气息，展现出了一

个充满生机活力极具现代气息又具

民族风情各民族共居，共歌、共舞的

美好新疆。

近几年，天山厂连续创作出颇

有自己特色的作品，从《真爱》、《钱

在路上跑》、《梦开始的地方》、《塔克

拉玛干的鼓声》到《远去的牧歌》、

《昆仑兄弟》，再到今天的《歌声的翅

膀》，在电影创作领域形成了独有的

“天山厂现象”。这些作品中，《真

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

牧歌》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

声》连续荣获了中国电影华表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李准认为，这些影片在展现新疆美

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的繁荣发展，

并逐步走向“大文化”视角。《歌声的

翅膀》更是很好地将“初心”与“高

峰”结合在一起，说明“高峰”和“初

心”是一致的，把“初心”吃透了，深

入生活之后才能登上“高峰”。

（影子）

本报讯 3月 24日，好莱坞怪兽

灾难电影《哥斯拉大战金刚》在京举

行首映看片会，片中哥斯拉与金刚

展开“海上激战”，哥斯拉海面腾起

突袭金刚，巨兽之间重拳交加，更有

吐息绝技亮相，双方大战场面热血

与能量迸发满溢，赢得媒体好评。

上周五，该片在中国内地全面上映，

首周末收获票房高达 4.58亿，成为

中国市场春节后“吸金”最快影片。

与此同时，《哥斯拉大战金刚》在各

大平台亦收获不俗口碑，在 IMDB
开局评分高达8.8，烂番茄新鲜指数

开局高达100%。

作为“怪兽宇宙”系列电影第四

部的最强集结篇章，此番上映的《哥

斯拉大战金刚》也是看点满满。影

片集齐了哥斯拉与金刚两大怪兽界

“顶流”，电影中的金刚已从《金刚：

骷髅岛》中的青年时期成长为 102
米的个头，身高可与 120 米的哥斯

拉匹敌的超大金刚，二者开展，堪称

有生之年不可错过的“世纪对决”。

这场“世纪对决”中，最不可错过的

则是二者的“海上激战”，两大王者

的战场从夕阳下末世感浓厚的海

面，跨越到夜景下霓虹遍布的繁华

都市，进一步刷新了“怪兽宇宙”系

列的战场之大，展现出恢弘炫目的

磅礴气势。

该片由传奇影业、华纳兄弟影

片 公 司 联 合 出 品 ，正 以 2D/3D/
IMAX 3D/CINITY/CGS 中国巨幕/杜
比影院/杜比全景声格式在全国热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3 月 29 日，华策影业发

布 2021 年片单，并宣布未来三年向

着投资、制作和发行 30 部作品，百亿

票房目标前进。华策影视集团创始

人、总裁赵依芳，华策集团副总裁、

北京事业群总裁、华策影业董事长

傅斌星，导演路阳、郭帆、饶晓志、毕

赣、李亘、韩轶、作家双雪涛等亮相

现场。

现场，揭晓了华策影业未来制

作和发行的多部片单。郭帆监制、

饶晓志导演的撤侨电影《翻译官》成

为华策今年重点项目。《翻译官》取

材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国际战争爆

发前夕一位普通的外事工作者临危

受命组队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的撤

侨任务的故事。郭帆透露，该片讲

述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普通人

是如何被激发出使命感的，影片故

事的核心则是“沟通”。饶晓志表

示，这部电影是一个“大事件中小人

物”的故事，只是其中小人物的专业

正好可以在那个时间内做出自己的

努力，最后变成一个大人物。另外，

导演毕赣也来到发布会现场，并表

示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后将启动

第三部“疯狂”的电影，只是项目目

前处于保密阶段。

由华策影业出品的春节档电影

《刺杀小说家》票房已累计突破十亿

元。发布会当天，导演路阳分享了

五年来的心路历程和对中国电影工

业化的思考，与编剧双雪涛现场宣

布“小说家宇宙”的正式开启，“我们

会继续把《刺杀小说家》的故事讲下

去，而且不单单是通过电影的形态，

也会有很多其他丰富的表现形式。”

年度片单还包括青年导演李亘

首部长片作品《如果有一天我将会

离开你》，影片以一个留学生的视

角，讲述了异国他乡人与人之间冷

暖得失的故事。其另一部长片作品

《我的一级兄弟》是一部关于一个肢

体残疾一级的男子与精神障碍一级

的男子之间的温暖故事。青年导演

韩轶的电影《喜月》，讲述的是关于

一对中法跨国 CP“北漂”体验的故

事。

现场，华策还发布了宣发主控

影片，包括原班人马重聚有望年内

上映的《寻秦记》、《反贪风暴 5》、《神

探大战》、《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

弹》、《银魂：最终篇》，还将助力《我

要和你在一起》、《如果有一天我将

会离开你》等温暖清新的影片。

（杜思梦）

《歌声的翅膀》上映首日收获好评
观众赞“革新歌舞片的视听语音”

《秘密访客》发“真实面目”剧照

六大看点解锁《哥斯拉大战金刚》

《再见，少年》定档4月16日

IMAX版《哥斯拉大战金刚》
上演“顶流”对决

柏林电影节开幕片《陌生人的善意》上线

华策影业发布2021年片单
郭帆饶晓志联手打造《翻译官》

五六年前，王云飞把自己“逼”

出了“舒适圈儿”。

他曾是低幼动画电影的“王

者”，手上握着《神秘世界历险记》、

《桂宝》的动画 IP。公司正在进行

的项目都是些挺赚钱的活。

这几年，他停了公司里所有的

项目，和 1100 个人只忙了一件事

——拍《西游记之再世妖王》。想法

只有一个，拍部“帅炸”的国漫，造个

热血的孙悟空。

4月2日，《再世妖王》即将登陆

清明档电影市场，这也是继2015年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后，首部登陆

市场的西游题材国漫，在猫眼平台，

影片想看指数已超23万。

一个热血版孙悟空

2014 年，《再世妖王》出品人、

星皓总裁王海峰找到王云飞的时

候，《大圣归来》刚刚捅破了国漫的

票房“天花板”。二人一拍即合，王

云飞停了手上的项目，说干就干。

王云飞说，最初的想法挺简单，

做了这么多年的儿童动画，就想拍

个酷电影。他想象中的孙悟空，热

血而帅酷，它是带着暗黑气质，散发

着黑金气息的妖王，能够接受至暗

时刻，也能忍受孤独，但它永远学不

会低头，更不想为谁而改变自己。

王云飞喜欢这样的孙悟空，一个放

大了锐气的孙悟空。

《再世妖王》不是王云飞第一次

拍摄成人题材动画。十几年前，中

国动画行业被低幼“霸屏”的年代

里，王云飞曾拍出了不被人看好的

成人向系列动画《快乐东西》，这部

系列动画短片后来一度成了央视热

门动画。

“有一个人物活了，这片子就值

得我去做”，王云飞说，当初拍《快乐

东西》时，他是这么下的决心，拍《再

世妖王》，他还是相信，他认识那个

那个带着热血而暗黑的悟空。

每个角色做完，都想欢呼

《再世妖王》的故事源自《西

游记》中偷吃人参果的段落。王

云飞并不想重复讲一个“老故

事”，他在《西游记》的世界观中，

注入了全新故事核，创造出新角

色万妖之祖，孙悟空将与妖祖展

开命运对决。

听起来不太复杂的故事，原计

划三年完成，没想到五年还没做完，

跟着他做片子的人换了一拨又一

拨，王云飞算了算，前前后后“参与

过影片的人，差不多有1100多个”，

王云飞笑言，可能挺多人已经不在

动画圈了。

超支超时很大程度上源于王云

飞对《再世妖王》品质的超高要求。

用他的话说，电影中，大部分角色都

是动画片中的雕刻级，超高大难度，

也让“每个角色做完，大家都要欢呼

一下”。他对镜头品质的要求更高，

最夸张的时候曾有过“一个镜头从

头到尾做了一年多”，负责做这个镜

头的团队，一年时间里，除了制作和

修改这一个镜头，别的什么都没做，

连王云飞自己都直呼“真的很恐

怖”。

挑战视觉极限不是王云飞的

终极目标，作为导演，他希望故事

的最后，落脚于情感。王云飞说，

他把现代人对孙悟空的解读，加

入影片，希望观众看到一个更尖

锐的孙悟空，也希望观众能够感

受到孙悟空与唐僧之间万年轮回

的情感积淀。

而《再世妖王》之后，续集已经

准备上马。

专访《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导演王云飞：

用五年，造一个热血孙悟空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