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映画·综合8 中国电影报 2021.04.28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映画

《悬崖之上》

上世纪三十年代，四位曾在苏

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

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

秘密行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

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就已置身

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同志能否

脱身，任务能否完成？雪一直下，立

于“悬崖之上”的行动小组面临严峻

考验。

上映日期：4月30日

类型：剧情/悬疑

导演：张艺谋

编剧：全勇先/张艺谋

主演：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
亚文/刘浩存

出品方：中影/英皇/上影/华夏

发行方：中影/英皇/联瑞

《秘密访客》

和睦的四口之家，住进了一位

陌生客人，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多

年。随着记忆之门再次开启，往事

重新浮现，一件件“怪事”也随之而

来，原本和谐的家庭从此不再平静。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剧情/悬疑

导演：陈正道

编剧：殳俏

主演：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
许玮甯

出品方：新丽传媒/阿里影业/阅
文影视

发行方：淘票票/新丽传媒

《阳光劫匪》

讲述四个各自拥有奇葩技能的

白领上班族，结伴去抢劫银行的搞

笑故事。奇葩到何种程度？比如一

个劫匪擅长演讲，就负责在同伙打

劫时发表演讲，人质们则报之以热

烈掌声。这种愉快的犯罪行径一直

在顺利进行着，直到有一天，这四名

劫匪又被另一伙人给抢了。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李玉

编剧：李玉/方励/伊坂幸太郎

主演：马丽/宋佳/曾志伟/沙溢

出品方：劳雷影业

发行方：卓然影业

《扫黑·决战》

讲述了某扫黑专案组组长宋一

锐带领组员由一起征地案深入调

查，突破层层阻挠，与幕后的黑恶势

力展开激烈斗争，最终揭开腐败官

员利用公职权力充当犯罪保护伞的

虚伪面具，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

故事。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动作

导演：吕聿来

编剧：樊菁/蒋丽华/吕聿来/岳小军

主演：姜武/张颂文/金世佳/李
倩

出品方：爱奇艺/中影

发行方：恒业影业/爱奇艺

《追虎擒龙》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警察与黑社会相互勾结，贪污巨利，

荼毒市民，廉政公署就此成立。当

黑白双煞陈克、白松安两位检察官

撞上毒枭之首跛豪及总华探长徐

乐，正邪对峙一触即发。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剧情/动作

导演：王晶/许悦铭

编剧：王晶/陈健鸿/吕冠南/许悦铭

主演：古天乐/梁家辉/吴镇宇/
林家栋

出品方：耳东影业/墨客行/猫眼

微影/星王朝/英皇/源上文化/中延文

化/江山策影

发行方：猫眼微影

《真·三国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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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怀绝世武艺的吕布、曹操、关

羽、刘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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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世中，到底谁才是

真正的无双英雄？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动作/战争/奇幻

导演：周显扬

编剧：杜致朗

主演：古天乐/王凯/韩庚/杨祐

宁/娜扎/刘嘉玲

出品方：昇格传媒/拉近影业/新

益影视/耳东影业/太阳娱乐

发行方：昇格传媒

《寻汉计》

大龄女青年王招，离婚后发现

怀了前夫的孩子，怕再不能生育，想

留下这个孩子，结果把身边的男人

们都吓跑了。姥爷洞悉后，想帮助

自己的外孙女，却闹出了一系列笑

中带泪的故事。最终，祖孙俩收获

了人间最朴素的温暖。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唐大年

编剧：赵赵

主演：任素汐/李保田/王子川/
张本煜

出品方：欢喜首映/欢喜传媒/欢
十喜文化/猫眼微影/欢欢喜喜/

发行方：猫眼微影

《你的婚礼》

高中时，周潇齐对尤咏慈一见

钟情，年少懵懂的纯纯爱恋，男孩默

默守护，但女孩却不告而别。此后

的人生，15年的爱情长跑。你的婚

礼，也是我的成人礼。

上映日期：4月30日

类型：爱情

导演：韩天

编剧：刘军

主演：许光汉/章若楠/丁冠森/
晏紫东

出品方：光线影业/造梦机/青春

光线/彩条屋

发行方：光线影业

《奔流到海》

肿瘤医院边上的一家假发店，

这 里 的 顾 客 大 多 为 恶 性 肿 瘤 患

者。生活态度消极的青年理发师

杨帅，偶遇身患胰腺癌的护士高

雪，两个人产生了爱情，在杨帅陪

伴高雪生命中最后时光里他们彼

此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发现人生

的真善美。

上映日期：4月30日

类型：剧情

导演：姜博

编剧：姜博/张艳庭

主演：郭月/孟令彬/李易祥

出品方：胡桃影视

《猪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

讲述了见习超星特工阿五前往

恐龙世界，结识了性格各异的伙伴

们，在旅途中大家遭遇恶劣环境、恐

龙袭击等种种危机，最后勇敢直面

自己的弱点，慢慢成长的故事。

上映日期：5月1日

类型：动画

导演：钟彧

编剧：叶青/蒋钰胤

配音：陆双/黄静涵/刘禹歌/唐昊

出品方：咏声动漫/国影纵横/奥
拉动漫

发行方：咏声动漫/国影纵横/耀
影电影/奥拉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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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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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方：春晖动画/游族文化

发行方：博视众和

《冰雪大作战2》（加拿大）

在这座加拿大小镇上，开展了

一场盛大的雪橇比赛，弗兰基带着

他的团队参赛，而索菲亚则担任舵

手，除此之外，还有新的成员加入了

这场比赛，包括神秘而自负的扎克

以及扎克的运动员表姐查莉。

上映日期：4月30日

类型：动画

导演：让·弗朗索瓦·波略特/弗
兰克·布里森

噢诶因：露辛达·戴维斯/道恩·
福特/托德·芬内尔/安吉拉·嘉鲁皮

出品方：加拿大时光电影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韩寒导演的第四部作

品，刘昊然、刘浩存、沈腾、尹正、周

奇、张宥浩、乔杉、冯绍峰、王彦霖、

高华阳出演，黄晓明、陈小春、万梓

良、吴彦姝特别出演的电影《四

海》，近日宣布将于 2022 年大年初

一全国上映。

《四海》是韩寒继《乘风破浪》、

《飞驰人生》之后，三度征战春节

档。2014 年，韩寒携首部导演作品

《后会无期》以 6.28 亿的票房表现

和过硬的口碑评价令人眼前一

亮。此后，他又陆续在 2017 年、

2019 年春节档带来了《乘风破浪》

和《飞驰人生》两部电影佳作。在

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韩寒也通

过三部作品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

“韩式幽默”和质感鲜明的作品风

格，因此第四部作品《四海》从拍摄

至今一直备受关注。

定档预告中首波主演阵容依次

亮相，风驰电掣的刘昊然，莞尔一

笑的刘浩存，斗志昂扬的尹正、搞

怪帅气的周奇和长发飘飘的张宥

浩，都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也成为韩寒导演作品中的最年轻

的阵容，让人眼前一亮；而一身牛

仔配墨镜的沈腾、“警察”冯绍峰、

“花衬衫”王彦霖、“气场拉满”黄晓

明、看起来是专业车手的陈小春逐

一亮相，更是惊喜连连。波涛汹涌

的浪潮、温柔的眼神交错、风驰电

掣的摩托车，交织出风格鲜明的电

影质感，预告高潮时，沈腾一本正

经说出一个字台词“香”的时候，让

人直呼“熟悉的韩式幽默又回来

了”。

该片由上海亭东影业有限公司

出品制作。 （影子）

本报讯 由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李倩领衔主演，吕聿来执导的扫黑题

材电影《扫黑·决战》日前发布终极预

告，释放更多震撼扫黑细节。盘踞一

方的黑恶势力公然叫嚣“只要老爷子

还在，魏河就翻不了天！”，扫黑先锋死

磕黑恶势力，斗争逐步升级，正义与邪

恶的终极对抗即将打响！

《扫黑·决战》根据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的部分真实案件改编，聚

焦扫黑第一线的正邪较量，直击危害

人民生活的巨大毒瘤要害。影片将于

5 月 1 日全国上映，预售正火热进行

中。

在终极预告中，“县霸”孙志彪上

一秒摆弄手铐唱儿歌，下一秒面目狰

狞气焰嚣张残害群众，屡次恶意挑衅，

矛头直指扫黑专案组组长宋一锐。

面对重重阻力，宋一锐撂下狠话：“今

天我说了算”，咬死黑色势力不放，掀

起强大攻势追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

系网”、“保护伞”。而身处风暴中心的

县长曹志远却依旧令人捉摸不透，案

情更加错综复杂。“老宋，那你敢保证，

下一任，你确保他是个好官吗？”面对

曹志远的“灵魂拷问”，宋一锐虽然若

有所思，但眼神依然笃定。

与终极预告同步释出的终极海

报，姜武张颂文分坐在一把贵妃椅的

两侧，眼神凌厉，心思各异。两人的背

后，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包拯画像，然而

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另藏玄机。画像正

上方撕裂一角，露出背后的白脸。一

黑一白，忠奸难辨，尽显人性隐喻，引

人无限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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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发布“巅峰对决”特辑及“硝烟”

版海报，正邪两派互相对抗，大战一

触即发。

“硝烟”版海报中可以看出，四

大主演化身正邪两派，呈现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状态。古天乐与林家栋

饰演同为廉政公署的检察官，二人

眉头紧锁，专心致力于反贪反腐工

作，决不动摇。而梁家辉饰演的“跛

豪”与吴镇宇饰演的总华探长徐乐

则洋洋得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海

报中堆起的毒品、香烟、美酒还有金

钱，暗指两人沉醉在灯红酒绿的都

市中无法自拔。四张海报皆有硝烟

四起，正邪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追虎擒龙》不止将每个人物刻

画的饱满，场景也是在尽力还原那个

传奇年代。王晶表示，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浪漫高于现代，特将影片中的

场景布置得非常有质感。他也表达

了自己很喜欢这个题材是因为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他正值青少年，自身经

历过，非常了解当时警黑混乱的状

态，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戏

剧题材。在王晶导演之前的作品中

曾多次出现过总华探长的角色，是一

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影子）

本报讯 由光荣特库摩正式授

权 ，周 显 扬 执 导 的 动 作 奇 幻 电 影

《真·三国无双》将于 5 月 1 日上映，

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近日发布的终极预告片中，曹

操、吕布、刘备、关羽等群雄并起，逐

鹿天下，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沙场

征战。预告片中，“孟德献刀”、“怒

鞭督邮”、“温酒斩华雄”、“十八路诸

侯讨伐董卓”、“三英战吕布”等经典

故事再现，既展现出东汉末年各方

英雄之间的谋略，也还原了乱世中

英雄间激烈的对决。无双英雄们于

战场上纵横驰骋，以一敌百，无双大

招开启“畅快割草模式”，尽显英雄

热血。影片中，大场面、强视听，极

具冲击力的视觉享受带给观众沉浸

式体验，重燃热血情怀。

“ 无 双 ”作 为 游 戏 中 的 绝 招 ，

给予每一个英雄属于自己的无双

力 量 ，也 成 为 一 代 游 戏 玩 家 的 共

同记忆。为了呈现恢弘的气势场

面，剧组三赴新西兰，只为寻找最

契 合 的 拍 摄 场 景 。 在 特 效 方 面 ，

导演周显扬与剧组做出了最大尝

试：“游戏改编中，我们非常注重

还 原 动 作 和 画 面 ，尤 其 是 大 家 熟

知的‘割草’画面，我们要使其更

有游戏的感觉。为了更好地呈现

游 戏 里 的 动 作 ，我 们 与 各 位 指 导

探讨了近 7 个月的时间，希望观众

可以看到我们的诚意。”

《真·三国无双》通过“三英战吕

布”等一系列著名场面，塑造出有血

有肉的中国超级英雄形象，展现东

汉末年各路英雄豪杰的热血情怀，

通过更年轻的英雄故事打造一个充

满新鲜感的三国世界。周显扬表

示：“我们的电影里面是需要东方超

级英雄形象的，我们要设计一个英

雄人物让年轻人去喜欢，我觉得三

国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

的，我从小也很喜欢，这是我选择这

个题材的原因。” （影子）

本报讯 将于6月12日上映的电

影《超越》近日发布“胖瘦无畏”预告，

预告揭秘郑恺“变形”幕后花絮，在片

中扮演郝超越的郑恺，于前期练出挺

拔身材，呈现意气飞扬的青年运动员

形象，又通过疯狂进食在两个月内增

重 40斤，最终成功塑造出与之前判

若两人的中年郝超越。虽然这段经

历颇为辛苦，但郑恺却有自己的见

解，他表示：“为角色去付出是值得

的，也是作为一名演员应该做的事。”

该片讲述了曾获奖无数的“百

米飞人”郝超越在经历人生转型之

后陷入低谷，因为与昔日挚友的再

聚被唤醒热血回忆，并重新振作，实

现自我超越的故事。影片里在赛场

上积极拼搏的郝超越，好似几代中

国体育人的一个缩影，彰显自强不

息、顽强奋进的中国体育精神，振奋

人心的剧情，有望在上映后点燃观

众的爱国热情。

郝超越在经历转型后的生活同

样充满励志色彩，“郝超越经历了最

辉煌的时候，也经历了最低谷的时

候，最后找回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家

庭、责任还有快乐，这个是最重要

的”，郑恺希望电影所传递的“超越自

己，获得全新的自我”的主题可以带

给观众深刻的情感共鸣，激励大家直

面一切挫折，找准时机重新启航。

影片由韩博文执导，郑恺、李昀

锐、曹炳琨、张蓝心、张榕容领衔主演，

李晨、金靖特别主演，上海猎豹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北京鸿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淘

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布谷熊

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子）

本报讯“每个家庭都有秘密，而我

们的秘密就是家。”《秘密访客》近日发

布终极预告。一场突如其来的校车事

故，一个藏着无数秘密的“完美”之

家。校车司机于困樵（段奕宏 饰）在校

车事故后被汪父藏匿家中，尽管汪父

起初别有用心逼迫困樵自首，然而真

正不愿离去并顺水推舟主动哀求汪父

（郭富城 饰）自愿藏匿于地下室的是困

樵自己，弟弟汪楚祺（荣梓杉 饰）似乎

也与这场事故有着不可言说的关联。

这场事故真的是场意外吗？为何被判

无罪的于困樵仍然躲在汪家？这一切

只能待到 5月 1日真相大白。目前，影

片预售已全面开启。

作为五一档悬疑大片，《秘密访

客》不仅为探访秘密之家的每位访客

营造最极致的悬疑氛围，更是集结了

华语悬疑类型的“天花板”阵容。除此

之外，影片所凸显的核心主题与每位

观众、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紧密相

关。从一场校园中的意外事故，到无

数家庭因此受伤，再到整个社会上的

影响。伤害从校园蔓延至家庭，痛苦

也从上一代影响至下一代。一家之主

汪先生失去了追逐梦想的自由，从而

也令这个家的所有人失去自由。肇事

者于困樵受到了学生的讥讽和嘲笑，

现实令他无法面对外面的世界。宁愿

“化家为牢”，自我囚禁。汪楚瞳受够

了这个“不对劲”的家，妈妈坚信女儿

不会说谎，而汪楚祺却一心要和父亲

站在一起，守护家的完整。

（杜思梦）

本报讯 在喜迎建党100周年的

重要时刻，在党史学习教育进行的

火热阶段，河南文化影视集团所属

奥斯卡电影院线各影城积极行动，

打造“党建主题观影基地”、“红色电

影教育基地”，为机关、企事业单位

以及各级党组织开展电影党课、党

史学习、党支部活动提供良好的平

台。4月8日，郑州市经开区党建主

题观影厅揭牌暨红色电影党课启动

仪式在郑州奥斯卡航海路丹尼斯影

城举行；4月23日上午，郑州市中原

区委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观影基地揭

牌仪式在郑州奥斯卡西元影城举

行；4月23日下午，濮阳市红色电影

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濮阳奥斯卡兴

隆影城举行。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

开展，奥斯卡电影院线将陆续推出

一大批生动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红色电影，进

行公益展映，观众们可以借此深入

了解党在革命奋斗中的艰辛历程，

深刻体会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

和伟大成就，从而进一步增强守初

心、担使命的自觉，将奋斗精神融入

推进事业进步的实际行动中。

（刘溪）

韩寒新片《四海》定档2022年大年初一

《扫黑·决战》发布终极预告

《追虎擒龙》发布“巅峰对决”特辑

《真·三国无双》终极预告片海报双发

《超越》发布“胖瘦无畏”预告
《秘密访客》发终极预告

奥斯卡电影院线积极打造
红色党建观影基地

郑州市中原区委常委成小波（右），河南文化影视集团董事长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