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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王晶、许悦铭联合执

导，古天乐、梁家辉、吴镇宇、林家栋领

衔主演的电影《追虎擒龙》近日发布

“龙争虎斗”版海报。

海报中，四人端坐于古朴的教

堂中，一场正邪、善恶之间的交锋轰

烈展开。古天乐与林家栋所代表的

的 ICAC 为改变堕入腐败、犯罪深渊

的香港而殚精竭虑，与梁家辉、吴

镇宇所代表的的贪腐势力势不两

立。古天乐面色严肃，正气十足，

面前堆满了调查案卷，而林家栋正

认真研究着其中一份案卷，似乎已

有所得。作为混迹黑白两道的强势

枭雄，梁家辉手握拐杖，眼神睥睨，

通身威压气场尽显枭雄本色。而吴

镇宇手握手枪似乎准备出手，神情

似笑非笑神秘莫测，亦正亦邪，将

徐乐这一角色的复杂多面展现得淋

漓尽致。两人共同构建了手眼通天

的“权钱帝国”，身前钞票随意堆

放，毒品成山。时代大幕拉开，强

龙猛虎屏息对峙，传奇时代枭雄是

否走向末路，“百亿贪腐”如何大白

于天下，诸多精彩令观众难耐好

奇，期待万分。

该片由耳东影业、墨客行影业、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星王朝、英

皇影业、北京源上文化传媒 、上海中

延文化传媒、南京江山策影业出品，

将于 5 月 1 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4 月 12 日，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郑州市政协、中共郑州市

委宣传部、郑州市文联主办，郑州

市电影电视家协会、郑州市艺术

创作研究院承办的“根亲中国”华

语电影短片大赛颁奖典礼河南郑州

举行。

“根亲中国”华语电影短片大赛

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重要系列活

动，主要以“中国精神”、“黄帝文

化”、“家国情怀”为主题面向华语

电影人征集短片作品。从 2015 年

起至今已经历七届，共征集到作品

8000 余部，征集范围覆盖世界多个

国家和地区。

2021 年“根亲中国”华语电影

短片大赛得到了来自全国电影工

作者的积极响应，佳作纷呈。41 部

作品从 460 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

颁奖典礼现场，韩笑、霍猛、萧

寒、钟萱、张光北、陈炜、万玛才旦、

孙崇磊等分别揭晓了最佳网络人气

短片、最佳电影短片、最佳纪录短

片、最佳动画短片、最佳公益短片、

最佳微短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

最佳海报、十佳作品、优秀作品等

奖项，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

光也对参赛作品做了精彩点评。最

佳电影短片由吴雪源创作的《青

鸟》摘得。

此外，本次颁奖典礼强化了学

术性，增加了分享环节。导演万玛

才旦、编剧袁媛、影评人谭飞、中国

文联电影研究中心王丹担任分享嘉

宾，共同探讨关于华语电影短片的

新主流与新未来。

万玛才旦就“一部新主流华语

电影短片的诞生”的话题做了分

享 ：“ 创 作 者 离 不 开 他 所 处 的 时

代。在当下，立足中国现实，聚焦

普通人视角和类型化表达的新主流

电影不断刷新着观众的期待。在大

时代中展现个体的生存境况，又不

乏人文情怀与现实关照的作品，很

好的达成了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之

间的双向互动。”

王丹对现实题材创作进行深刻

阐释：“现实题材创作反映出创作

者、作品与时代生活发展的多重互

动关系。现实题材需要创作者将体

察生活的触角不断深扎，聚焦普通

人的情感状态和生活日常。从普通

人物的角度出发，书写人物命运在

时代风云中的起伏，这正是现实主

义创作的魅力所在。”

袁媛传授心得“如何用短片讲

好小人物的中国故事”，她坦言，聚

焦中国的主流银幕，讲好小人物的

故事，就能将银幕上的“他/她”和银

幕外的“我”用真实感连接起来，因

为小人物是世界上最多的人，从普

通人的视角出发去讲一个小人物的

故事，是最能引发观众共鸣的。

谭飞与现场观众就“华语电影

短片如何破圈”进行分享，他表示：

“对中国 IP 的元素进行电影化的开

发或新媒体化的开掘都要建立在讲

好故事的基础上，才能让传统与潮

流擦出火花，既有情怀，又接地气，

被大众所广泛接受。”

（姬政鹏）

《八月未央》

可爱率真的小乔遇见了沉默寡

言的未央，小乔的热情开朗使性格

迥异的她们迅速成为了“蜜友”，而

小乔未婚夫朝颜的出现使得三人的

感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三人关系

也由此变得错综复杂。

上映日期：4月16日

类型：爱情

导演：李凯

编剧：李凯

主演：钟楚曦/罗晋/谭松韵/田雨

出品方：凯视芳华/聚合影联/千
旗影业/凡鱼传媒/中智成天/东伸文

化/弈齐影业

发行方：聚合影联

《猎心之血亲》

某地警方接到一起孕妇海边意

外溺亡报警，报案人正是死者丈夫

葛某，负责此案的刑侦警穆清对报

案人葛某进行了问话，经过多年的

办案经验，穆清从葛某的微表情、微

动作判断出此案有蹊跷，在警方多

方协助调查下，一个骇人听闻的弥

天大谎逐渐浮出水面。

上映日期：4月16日

类型：剧情

导演：黄正杰

编剧：李琳/庞清

主演：柯蓝/陈龙

出品方：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

中心/空谷幽水影业/水发文化/影聚

天下

发行方：保利影业/空谷幽水影

业

《生机》

为帮秦川走出阴影，其父和经

纪人卖掉了他的全部个人物品，其

中包括录有关姗遗言的磁带。秦川

一番苦寻，找到了磁带的买主大智，

而大智是位自闭症少年，他视这盘

磁带如生命，秦川上门讨要磁带遭

遇多重误会，惹出闹剧。后在职业

扒手武胜的帮助下，闹剧完美解决。

上映日期：4月16日

类型：爱情

导演：吴东珉

编剧：吴东珉

主演：栾浚威/宫正楠/陶慧敏/马
跃

出品方：星光传奇/谨延文化/星
耀瑞景

发行方：华夏/星光联盟/禾玺影业

《空中之城》

讲述了面临中年危机酒吧调酒

师、富有的商人太太、丧偶的老军人

三个迥然不同的人物，面对各自的

困难和尊严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16日

类型：爱情

导演：敏卉

编剧：敏卉

主演：刘涛/张嘉益/付美/许还/
王茜

出品方：骊行至尚/博纳/盛朋文

化/冉策文化/万映嘉画/华夏银屏/九
州风华/天祥影视/宜铭影视

发行方：影时光文化/中广飞木

《再见，少年》

“好学生”黎菲与“坏孩子”张辰

浩，各自经历了时代大潮下家庭的

变迁，一起奋力而坚韧地成长。然

而高考前的一场剧变，让青春笼上

阴影，最终裹挟住了二人的命运。

上映日期：4月16日

类型：剧情

导演：殷若昕

编剧：殷若昕

主演：张子枫/张宥浩/徐帆/焦刚

出品方：大地时代/大隐光时/英
皇/禧优文化

发行方：大地时代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

没后几乎所有幸存者被送回至纽约

港口，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他们获

救后在 24 小时之内被美国驱逐出

境，他们的逃生经历几乎不被记录，

甚至被刻意抹去。本片将跟随调查

者，追寻这六人从人类史上最大海

难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和人生轨迹，

拆穿被掩盖一个世纪之久的谎言。

上映日期：4月16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罗飞

编剧：罗飞

主演：施万克/方国民/张帼蕾

出品方：罗家文化/众合千澄

发行方：人间指南

《小美人鱼的奇幻冒险》

讲述了在神秘的海洋国度，美

丽勇敢的小美人鱼抗争传统束缚，

追求自由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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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碟玩幻地球人》

三男两女在西部旅行时在野外

撞见UFO坠落地球，他们与外星生

命发生第五类接触，冒险历程就此

展开，人类与外星生命的碰撞演绎

了一段梦幻之旅。

上映日期：4月17日

类型：剧情

导演：李科

主演：梁霆炜/罗云丹/于杪鑫

出品方：胜美影视/幻影金像

发行方：破晓影视

《银河宝贝》

在银河系中有颗机器居住的星

——哈帝星，由于哈帝星正着临巨

的能源危机。犀博派星宝带领 V5

能源队去地球回收“梦多拉晶”，来

缓解哈帝星的能源危机。由此，V5

战队开展了段在地球的奇妙之旅。

上映日期：4月17日

类型：动画

导演：江南

编剧：江羚/王虹虹

出品方：珙桐文化

发行方：千澄影业

《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日）

故事发生于东京，在全球最大

体育盛事WSG即将召开之际，知名

企业的高官却接连在赞助商酒会现

场遭到绑架，而自新名古屋站至东

京的最高时速1000千米的真空超导

磁悬浮列车也被卷入其中，一场牵

动国际目光的重大案件就此展开。

上映日期：4月17日

类型：动画/悬疑

导演：永冈智佳

编剧：樱井武晴、青山刚昌

配音：高山南/山崎和佳奈/小山

力也

出品方：日本株式会社 TMS 娱

乐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由永冈智佳执导，樱井

武晴、青山刚昌编剧，高山南、山崎

佳奈、小山力也等知名艺人配音的

电影《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近

日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宣布定档

4 月 17 日，并同步开启预售。

影片故事发生于东京，在全球

最 大 体 育 盛 事 WSG 即 将 召 开 之

际，知名企业的高官却接连在赞助

商酒会现场遭到绑架，而自新名古

屋站至东京的最高时速 1000 千米

的真空超导磁悬浮列车也被卷入

其中，一场牵动国际目光的重大案

件就此展开。

定档海报以东京作为主背景，

高楼耸立中一辆列车疾驰而来，城

市上空被火光染成绯红色，柯南做

冲刺状态，拼命阻止事态发展。代

表正义的柯南、赤井家族、少年侦

探团、联邦调查局成员纷纷出动，

超强大阵容集结，预示着一场强烈

风暴即将来袭。列车正在行进，子

弹已准备就绪，最强战队能否阻止

这辆疾驰的列车，代表真相的“最

高机密”又是什么，一场速度之战

即将开启！

预告中，时间以 2020 年 4 月 17
日为开始，经过一年的等待，柯南

一句“抱歉，让你久等了”开场，如

今这部让大家等待最久的 M24 宣

布定档并开启预售，观众表示“太

惊喜”。有粉丝表示“小时候一起

看柯南的伙伴终于能一起走进电

影院了”。

（杜思梦）

本报讯 4月 9日，由斯蒂夫·詹姆

斯执导，以纽约华人社区国宝银行创

始人孙启诚一家为主角的纪录片《国

宝银行：小可入狱》上线欢喜首映全网

独播。本片背景为金融危机爆发后，

以纽约唐人街社区银行——国宝银行

遭美国联邦政府起诉 240项罪名为源

头，记录了创办人孙启诚一家历经五

年艰辛战斗赢得官司的全过程。

片 名 以“ 小 可 入 狱 ”（Small

Enough to Jail）对应“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意指美国国家系统对美国

大小金融机构的区别待遇。该片提名

第 90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及

第 30 届芝加哥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纪

录片，并收获豆瓣8.5的高分好评。

影片从案件审理初期开启拍摄，

纪录了孙启诚一家漫长而煎熬的五年

诉讼之旅。导演借《生活多美好》中小

镇银行家乔治的形象与孙启诚的真实

经历进行巧妙呼应，将各执一词的控

辩双方视角客观呈现在观众面前。最

终，经过一场五年的诉讼拉锯，最终陪

审团一致裁定，地检署控告国宝银行

的240项罪名无一项成立！

国宝银行成为“软柿子”除了小之

外，其华人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原

因。国宝银行案件被当做世纪大案一

样侦办，地检署的办案过程充满歧视、

对“犯人”进行当众羞辱，这明显是对

华人群体的歧视，细节之中皆可见亚

裔群体在美国社会所遭遇的不公待

遇。随着纪录片的进行，这场轰动一

时的官司已不止是一个华人家庭对体

制性偏见的自保反击，早已成为华裔

群体的尊严之争。正如片中所说“不

仅仅是银行本身宣告无罪，而是国宝

银行服务了 31 年的整个华人移民群

体的无罪。”

（杜思梦）

本报讯 五一档悬疑电影《秘密访

客》近日发布个人独白版海报，悲伤、

凶狠、冷漠、坚定、茫然……展现秘密

之家里五个人的内心世界，看似这一

家全员狠人，但凶狠里包裹着脆弱，每

个人似乎都有不能言说的秘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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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5月1日全国上映。

此次发布的个人独白版海报，暴

露了这一家五口隐藏在针锋相对之下

的脆弱，可恨之下的可怜之处。控制

欲极强的一家之主郭富城面对破碎一

地的相机黯然神伤，他对家庭的执着

也许另有隐情；秘密访客段奕宏内心

的阴影永远是那辆破碎的大巴车，他

眼神迷茫，三年的自由也不够换取内

心的救赎；姐姐张子枫虽表情冷漠，但

徘徊在爸爸上锁的书房门前，透露了

她对爸爸关爱的渴望；忍气吞声的妈

妈许玮甯临近崩溃，她决心逃离这个

装模作样的家寻找新的“避风港”；眼

神凶狠的弟弟荣梓杉似乎在暗中监视

着访客，他警告着所有想破坏家庭完

整的人，他要和爸爸一起捍卫这个

家。同一屋檐，家人各怀心思，当秘密

暗流涌动，当矛盾日积月累，这个家的

走向已经慢慢失控，而“画家为牢”的

郭富城又将如何“保持”这个家的完

整？令人期待。

《秘密访客》自公布郭富城、段奕

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杉、王圣迪等

主演阵容后，就备受观众期待，稳居

2021年度最受期待悬疑电影，在各大

购票平台想看指数也名列前茅，已曝

光的物料更是将观众期待值拉满，有

网友直呼：“就是这个味！”“预告吓着

我了！”“全家狠人悬疑爆表了！”

该片由新丽传媒、阿里巴巴影业

（北京）、天津阅文出品。将于5月1日

全国上映。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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