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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青春之骏》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马

骏烈士自 1920 年入党以后，在东北

组建地下党组织，赴前苏联学习，接

受党的指示回国就任中共北京市委

书记兼组织部长后被出卖壮烈牺牲

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20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韩赤飞

编剧：韩赤飞

主演：李仓卯/刘青/顾问/李铁军

出品方：尚人创艺影视

发行方：全盛世纪影业

《丁文江》

从1936年丁文江湖南谭家山煤

矿考察粤汉铁路煤炭情况时因煤气

中毒为开端，以病榻回忆作为故事线

索，串联几个丁文江人生中的重要时

刻，讲述他一生事业与治学的理念和

经历。

上映日期：4月20日

类型：传记

导演：陈笋

主演：吴军青/陆超娟/朱宏/史强

出品方：星瑞影业/天联影视/全
线影视

发行方：大能猫影业

《生死坚守》

1934年，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留

下三万多伤病员和留守红军。他们

怀着坚定的信念，抱着必死的准备，

坚守在白色恐怖中,完成中央交给

的任务。主人公罗屏汉、张瑾瑜夫

妇为了坚守苏区保护中央分局的安

全，带领留守红军坚持了三年南方

游击战争，最后为革命事业双双壮

烈牺牲。

上映日期：4月23日

类型：剧情

导演：姚兰儿

编剧：姚兰儿

主演：郑奇/王艺禅

出品方：珠江电影集团/银梦影

视/春光明文化/明珠教育

发行方：珠江影业

《月照秋河》

党员李秋榕是一名长大的“留守

儿童”，作为这个时代的经历者和见

证者，她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感恩”与

“反哺”，以帮助更多老百姓脱离贫困

的方式来回馈资助者，更是喊出“这

里不脱贫，我就不脱单”的豪情壮语，

最终带领极贫村月照村成功脱贫致

富。

上映日期：4月21日

类型：剧情

导演：郭其瑄

编剧：熊桂坊/郭其瑄

主演：班嘉佳/徐光宇/赵梦迪/蔡
俊涛

出品方：银河星科技/中曾乾元

发行方：环鹰时代

《记忆切割》

花季少女张辛儿，十岁那年意外

看到了父母被枪杀的凶案现场，内心

受到极大创伤。这永远无法抹去的

痛苦记忆伴随她的成长。受张辛儿

监护人辅导员刘梅所托，著名生物科

学家董教授通过切割记忆的方法，帮

她重塑记忆，切割痛苦。原本顺利的

记忆切割实验，却接连不断发生意

外、失控……

上映日期：4月23日

类型：悬疑

导演：果靖霖

编剧：果靖霖

主演：郭采洁/刘雪华/果靖霖/王
芯宜

出品方：中影/曲江世邦

发行方：中影/环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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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23日

类型：爱情

导演：敏卉

编剧：敏卉

主演：刘涛/张嘉益/许还山/付美

出品方：骊行至尚/博纳/盛鹏文

化/冉策文化/万映嘉画/华夏银屏/九
州风华/天祥影视

发行方：影时光/中广飞木

《伪证》

抢劫案到案的两被告人法庭突

然翻供，当事人律师、新证人提供了

大量被告人不在场的证言、证据，法

庭风云突变，审判长建议公诉人撤

案。面对窘境，公诉人亲赴千里之

外，奔波取证，终于锁定证据，将案犯

再次送上被告席。

上映日期：4月23日

类型：剧情

导演：蒋绍华

主演：王朋利/徐熙儿/陈威/徐光宇

出品方：千奇特文化

发行方：寰球影视

《寻鹿香巴拉》

北京女孩子淇终于要结婚了，而

父亲李东进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女

儿终于要摆脱大龄剩女的生活，忧的

是未来女婿耿戈道吉是个只从电视

上见过的藏族、更让他无奈的是两人

决定婚事要在道吉的家乡举行。为

了尊重女儿的决定，不太情愿的李东

进带着对电视里面神秘高原藏族人

的印象、独身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

上映日期：4月23日

类型：爱情

导演：姚橹/陈同明

编剧：陈同淼/刘觐恺

主演：姚橹/洛桑群培/索朗旺姆/
王洋

出品方：丝路花雨影视/诗和远

方影业

发行方：这里影业

《笨贼向前冲》

推销员马有才为筹资金救人，被

卷入一场参行盗窃案中，巨额野山参

不翼而飞。扑朔迷离的案件几经周

折渐渐浮出水面，犯罪分子最终得到

法律制裁。

上映日期：4月24日

类型：喜剧/悬疑

导演：史震飞

编剧：许佳来

主演：马云朋/彤彤/许新宇/马卫军

出品方：飞天影业/魅力哥影视

发行方：魅力哥影视/麦片宏景

影业

本报讯 由光荣特库摩正式授

权，周显扬执导的电影《真·三国无

双》近日发布“群雄”版特辑，王凯、古

天乐、杨祐宁、韩庚、娜扎、刘嘉玲、吕

良伟、林雪等明星阵容齐亮相，倾情

演绎热血英雄传奇。特辑中，不仅有

演员解读角色，导演也透露选角标

准，精彩纷呈的幕后故事，快意十足

的超燃打斗，不一样的三国故事即将

呈现。

《真·三国无双》讲述了动荡的

东汉末年，汉室摇摇欲坠，董卓入

京霸占朝野，引起天下动荡，身怀

绝世武艺的曹操、吕布、刘备、关

羽、张飞等各路英雄豪杰纷纷崛

起，一场群雄逐鹿的大混战正式拉

开序幕。

特辑中，主演们也分享了自己对

角色的理解。对于乱世枭雄曹操，王

凯表示他是“多面性又特别复杂的”；

古天乐称吕布气场强大，是“战神”；

杨祐宁则在“狂”与“内敛”之间演绎

出年轻刘备的独特气质；韩庚认为

“仁义”是自己饰演的关羽的一大特

性；娜扎心中的貂蝉“有一颗执着的

心”。各路英雄豪杰或忠义或勇猛、

或豪迈或善谋的种种特质在演员们

的精彩演绎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导演

周显扬对他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

扬，“现在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合

适的”。

“我希望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

的事情，给观众新鲜感”，无论在题

材、角色选择还是故事设定方面，周

显扬都力图打造一个充满“新鲜感”

的三国故事。导演以全新的角度和

独特的视觉风格融合三国题材与游

戏元素，打造“最炫酷的三国题材电

影”，为观众呈现一个全新的三国世

界。

该片将于5月1日正式公映。

（影子）

本报讯 日前，美国新线影业出品，

彼德·杰克逊执导的全新 4K重制《指环

王》三部曲登陆全国院线。4月16日，开

篇之作《指环王：护戒使者》拉开序幕，

这也是此传奇系列暌违 20 年后首登

IMAX大银幕。 影片重映首日，IMAX在

京举办媒体观影，宏大的中土画卷在

《指环王：护戒使者》中，以全面升级的

震撼视听徐徐展开。重映首周票房

8000余万元。

《指环王》三部曲于 2001 年起逐年

公映，全球票房累计约 30亿美元，不仅

成为影史最卖座的顶级系列之一，更成

为奥斯卡有史以来获奖最多的系列电

影，在全球范围掀起了魔幻狂潮。此次

由导演彼德·杰克逊亲自重制的全新

4K IMAX 版本更是弥补了许多影迷多

年的遗憾。伴随着波澜壮阔的配乐，观

众通过 IMAX大银幕和超高分辨率的画

质，瞬间进入到充满瑰丽想象的中土世

界，清新的夏尔、雄伟的圣盔谷、仙气十

足的瑞文戴尔，神秘的法贡森林都让观

众流连忘返。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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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的犯罪剧情电影《追虎擒龙》（原名：

《金钱帝国：巅峰之战》）日前发布粤语

版预告。

《追虎擒龙》由古天乐、梁家辉、吴

镇宇、林家栋与导演王晶联手，豪华阵

容令人期待。此次发布粤语版预告也

让观众感受主创的精彩原声，展现出原

汁原味港片风格。此外，故事方面《追

虎擒龙》展现出了经典港片的风味。王

晶此前在采访中提到影片中的混乱年

代恰是他处于青少年时，对这一时代他

曾亲身经历，更有许多感受，同时这一

时代的人物与故事也提供了绝佳的戏

剧冲突，非常值得在大银幕上呈现。《追

虎擒龙》所呈现的故事来自于历史真实

事件的改编，虽然与真实事件并不完全

相同，但那一时代的传奇人物和激烈冲

突、巨大变革相信都会给观众一场酣畅

淋漓的观影体验。

（影子）

本报讯 由青春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造梦机影视出品，韩天执导，许光汉、章

若楠领衔主演，丁冠森、晏紫东、郭丞、

王莎莎主演的爱情电影《你的婚礼》将

于 4 月 30 日全国公映。影片近日发布

周潇齐特辑，诠释出青春时代奋不顾身

的勇敢与面对爱情时的刻骨深情。

片中，许光汉完美演绎了周潇齐这

个角色，将他的青春热血与“憨憨劲”展

现淋漓。周潇齐，是一个为自己喜欢的

女孩奋不顾身的阳光大男孩，为尤咏慈

心甘情愿改变自己，努力去做一些自己

原本做不到的事情，也在尤咏慈看不到

的地方一直默默付出，将自己的爱全部

给了自己青春时期喜欢的那个女孩。

片中许光汉饰演一个游泳特长生，

这对于有溺水心理阴影的许光汉也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为了更好地演绎

这个角色，为了剧情更合理，许光汉不

断克服自己的心理阴影，挑战自我，在

一次次跳水训练中，将这个为爱奋不顾

身的周潇齐演绎得非常到位。韩天导

演十分认可许光汉的演技和对自己的

极高要求，认为许光汉是一个十分善于

调动自己内心力量的演员，可以为演戏

豁出一切。 （木夕）

本报讯 4月16日由特里斯坦·奥鲁

埃、托马斯·彼得葛恩等联合执导，马克

斯·布博里尔、马克·弗赖兹、布朗什·加

丁等主演的电影《自拍》（Selfie）上线欢

喜首映独家热播。影片聚焦网络时代

下普通人的生活经历，通过五个亦喜亦

悲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近年互联网的

飞速发展对人们生活的深度渗透与侵

蚀。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反转、幽默风趣

的台词对白，让电影《自拍》获得2020年

美国西南偏南电影节特别奖提名，并收

获观众“笑点密集”、“反讽十足”等好

评。

该片以分段式的结构串联起五个

故事。唯数据论的互联网时代，网络红

人为追求高点击量愈发偏执、疯狂；网

络舆论场上，平日里的理智教师变身

“键盘侠”深陷网络骂战不能自拔。当

个人价值被数字定义，年轻小伙为满足

虚荣心造假数据；标榜“数字化生活”的

成功人士，掉入信息茧房的算法陷阱而

不自知……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杨枫执导，张

涵予、范伟、魏晨、周也、森博之、俞

灏明主演的电影《铁道英雄》宣布

正式杀青，定档国庆上映。影片根

据发生在 1935 年至 1945 年间，洪

振海、王志胜、杜季伟、刘金山等鲁

南铁道队抗战英雄的真实事迹改

编。

此次《铁道英雄》阵容“硬核”，

张涵予与范伟“同台飙戏”，魏晨、

周也、俞灏明等“热血加盟”。张涵

予一直以来以硬汉形象深入人心，

曾凭借饰演多个英雄角色多次斩

获最佳男主角奖项，他表示：“小时

候看完这个故事，大家都会玩角色

扮演的游戏，此次能演绎老洪这个

角色，圆了我自己小时候的梦。”

作为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范伟坦

言：“此次饰演的老王是一个特别

生动的人物，很复杂又很落地。”

此次，二人在片中首度同台，默契

配合互相掩护，同敌人斗智斗勇，

对于能够塑造这两个脍炙人口的

角色，两位演员都表示，很兴奋也

很过瘾。

魏晨、俞灏明凭借在电影《八

佰》中饰演的军人形象让观众印象

深刻，此次二人再度“硬刚”上线，

魏晨透露：“我饰演的是汉阳兵工

厂的验枪员，为此学习了很多专业

知识，这个角色会有‘神助攻’给了

我很大发挥空间。”俞灏明也直言此

次角色挑战很大，需要伪装得很圆

滑，他还表示“扒火车”的难度超乎

想象，看似简单操作起来相当困

难。在影片中，百花、金鸡奖最佳女

配角提名者、中国内地新锐女演员

周也惊喜亮相饰演一名护士，她介

绍道：“自己的角色是站在旁观者角

度，为铁道英雄们的精神感动，同时

她也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铁道英雄》由华谊兄弟、中影股

份、和纳（北京）、中铭盛世（深圳）出

品。 （杜思梦）

本报讯《名侦探柯南：绯色的

子弹》近日上映，这是《名侦探柯

南》系列电影最早和中国观众见

面的一次，也是非常难得能和全

球一起看柯南的一次。此前，发

行方开启了 10 城超前点映活动，

许多观众迫不及待走进影院，“打

卡人生第一次和全球一起看柯

南”。观影后，众多影迷赞不绝

口，直呼“过瘾”。而日前发布的

“全速前进”版预告中，毛利小五

郎的声优小山力也的声音惊喜出

现，展现了他的满满热情和“逆天”

的中文水平。

你 听 过 毛 利 小 五 郎 说 中 文

吗？随着《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

弹》的正式公映，官方发布了“全速

前进”版预告，预告结尾，公开了一

段毛利小五郎留给中国观众的专

属语音。语音中，毛利小五郎的声

优小山力也用标准中文喊出“我是

毛利小五郎的声优小山力也，电影

正在公开中，名侦探小五郎，在电

影院等着你！”，其标准的发音引起

了网友的广泛讨论，也戳中了许多

人的笑点，大家纷纷表示“没想到

小五郎中文这么好”、“今日份的快

乐来了”。更有网友表示，这段语

音极具有画面感，仿佛小五郎就站

在自己面前。

《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由

永冈智佳执导，樱井武晴编剧，高

山南、山崎和佳奈、小山力也等声

优配音，目前正在热映。（杜思梦）

本报讯 悬疑电影《秘密访客》近

日发布家有双“影帝”花絮。郭富城、

段奕宏正面硬碰硬，戏里互虐戏外惺

惺相惜，一起带“史上最狠”家庭冲击

大银幕。该片由陈正道执导，郭富

城、段奕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杉

领衔主演。

《秘密访客》中，郭富城和段奕宏

二人为保守秘密将这个“完美”家庭

画家为牢，戏内上演“影帝”对决，而

戏外二人颇具相见恨晚的架势。二

人首次合作没有生疏，多的是演员之

间的惺惺相惜，无论是台词对白、设

计动作都默契十足。一场喝酒谈心

的戏份，短短两口浅酒也能快速上

头，段奕宏更是笑言：“我把心‘打开’

了。”饰演姐姐汪楚瞳的张子枫表示：

“只要有郭富城老师在的片场就很快

乐，经常在现场起舞，又亲切又接地

气。而段奕宏老师则是走冷幽默路

线，两位演员在一块会产生十分奇妙

的化学反应。”

《秘密访客》由新丽传媒、阿里巴

巴影业（北京）、天津阅文出品，5月1
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4 月 15 日，讲述“三千孤儿

入内蒙”历史佳话的影片《海的尽头是

草原》举行开机发布会，在建党百年之

际，宣布正式开机。当天影片的主演阵

容首度曝光，陈宝国、马苏、阿云嘎、王

锵、张铭恩等都将出演影片。

《海的尽头是草原》根据“三千孤儿

入内蒙”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全景式

再现了 60 年前那一段永远镌刻在历史

丰碑之上、流淌着民族大爱的共和国往

事：新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大批来

自南方的孤儿面临营养不足的威胁，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

导下主动请缨，将3000多名孤儿接到大

草原，牧民们本着“接一个，活一个，壮

一个”的原则，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并养

育了这些孤儿，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

守望相助的佳话。

今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就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

蒙”的历史佳话。“汉族离不开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

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句话无疑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的共识，而民族团结在今天

而言，意义更为深刻，影响也更为深

远。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将“三千孤

儿入内蒙”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更显责任

之重大。

影片出品方之一的博纳影业集团

董事长于冬透露：“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尔冬升导演带领制作团队在今年春节

期间就赶到内蒙古，冒着零下20多摄氏

度的严寒在呼和浩特、锡林郭勒盟、乌

拉盖草原及周边地区勘景，力图以最严

谨的态度和最扎实的创作来完成这部

震撼人心的电影。”

《海的尽头是草原》由内蒙古电影

集团、博纳影业联合出品。

（杜思梦）

演绎“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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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铁道英雄》定档国庆

《秘密访客》冲击五一档

《真·三国无双》发“群雄”特辑

《你的婚礼》4月30日全国上映

电影《追虎擒龙》发粤语版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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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环王》开篇之作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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