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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4K全景声粤剧电

影《白蛇传·情》在京进行超前点映。

影片将于5月20日全国上映。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张宏参加活动向影片出品

方表示祝贺并致辞，他认为《白蛇传·
情》从当年金鸡奖的 20 多部戏曲片

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最佳戏曲片提

名，还获得了国内外多个奖项，可以

说实至名归。《白蛇传·情》呈现出美

轮美奂的东方美学特质，是一次电影

和戏曲、古典和现代的完美碰撞，开启

了戏曲电影的大片时代，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极具价值的尝

试，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关注传统艺

术。

珠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垂林表示，《白蛇传·情》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

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艺创

作的一项成果。在《白蛇传·情》创

作生产方面，珠影投入了极大的热

忱，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借助电影

特技表达东方审美、以现代审美重

新演绎民族经典 IP，以电影语言创

新表达传统粤剧艺术，以电影技术

充分展现戏曲艺术的精华魅力，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内涵，

对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

《白蛇传·情》由珠江电影集团主

投主控，联合广东粤剧院、佛山文化

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

张险峰执导，莫非担任编剧，国家一

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文华

表演奖获得者曾小敏和国家一级演

员文汝清领衔主演。

为追求极致的东方美感呈现与

震撼的视觉效果，影片特效部分由澳

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深圳三地顶尖

特效团队共同完成，以奇幻化的效果

呈现了戏剧舞台抽象化的“盗仙草”、

“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其中“水漫

金山”的特效镜头展现巨浪滔天的宏

大画面，不惜工本呈现长达6分钟。

据张险峰介绍，《白蛇传·情》在

画面上融入了宋代美学上所追求的

简约、留白及气韵，保留了传统戏曲

精髓，也注入了东方美学意境。莫

非分表示，影片取材自中国四大民

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影片既有

粤剧传统基因，又致力与当代大众

审美对接。

（林琳）

本报讯 5 月 13 日，电影《了不起的

老爸》发布“陪伴版”预告及“父子向前

冲”版海报。海报中，由张宥浩饰演的肖

尔东奔跑在前，王砚辉饰演的肖大明紧

随其后，父子二人一同向前奔跑，向观众

诠释了“孩子大胆向前冲，老爸永远在身

后”的温馨情感。该片将于 6月 18日父

亲节前夕上映，被视为献礼父亲节的一

份特殊节日礼物。

《了不起的老爸》由周青元执导，王

砚辉、张宥浩、龚蓓苾领衔主演。导演周

青元曾表示，电影是在温情和热血的基

础上，让肖大明、肖尔东这对普通父子通

过相互陪伴、一同向前冲的方式，最终都

找到了彼此人生的新方向。

该片由江苏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无锡仓圣影业有限公司、上海儒意影

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天津猫眼微影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苏昊帝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

心联合出品。

（姬政鹏）

本报讯 由李少红监制，秦鹏执

导的电影《迷妹罗曼史》日前发布

“我和 90 年代有个约会”特辑。该

片由闫妮领衔主演，周冬雨、魏晨

特别出演，盛一伦、于小彤、郭姝

彤主演，秦海璐、黄觉特邀主演，

刘循子墨、柯达友情出演，将于 5
月 28 日全国上映。

“我和 90 年代有个约会”特辑

中展现了剧组在道具、妆容、服饰

等方面的用心。为了还原当时年

轻人的精神样貌，魏晨带上长假

发和大墨镜，是当年最迷人的流

行歌星；周冬雨更是化身世纪末

的潮流少女，跳健美操、听罗大

佑、第一个吃麦当劳。细节上还

有如火如荼的马拉松比赛、墙上

的亚运会吉祥物盼盼彩绘、在街

边烫头的阿姨等，一下子就把观

众拉回到了 90 年代的夏天。

《迷妹罗曼史》由荣信达（上

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博纳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东

方大地文化产业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武汉福星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悬疑电影《秘密访客》正在

热映。日前，影片发布正片片段，身份悬

殊的访客（段奕宏饰）与姐姐（张子枫饰）

促膝长谈，言语间看似平常无异却暗藏

迥异心事，诡异气氛愈演愈烈。“我们不

是无缘无故成为一家人的”，当一心想要

逃离禁锢之家的姐姐，原以为触手可及

的访客是自己最后逃离的机会时，殊不

知被父亲囚禁在地下室数年之久的访客

已经开始“守护”起这个非同寻常的秘密

之家。

该片自上映以来，有观众大呼看了

《秘密访客》犹如玩了一场细思极恐的剧

本杀，任一角色背后都暗含个人线索，人

人都以自己的方法守护“家庭”。此次出

演汪楚瞳，张子枫直言，这个女孩不简

单，天生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内

心却非常敏感。她是陪伴父亲最久的

人，但父女之间的距离感从未消解。最

亲近的人是他，最害怕的人也是他，女孩

渴望被父亲看见、了解、疼爱，但在百般

努力后始终未果，因此访客的到来让女

孩心喜，两人竟成了彼此依靠。

电影《秘密访客》由新丽传媒、阿里

巴巴影业（北京）、天津阅文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打造的年度动

作电影《速度与激情 9》近日发布终极预

告，随着一场毁天灭地的阴谋浮出水面，

更激烈的对抗、更凶险的任务、更强劲的

反派席卷来袭，“速激”家族即将面临极

致危机。

从终极预告中不难看出，《速度与激

情 9》全方位升级的动作场面将再次颠

覆想象——“速激”家族误入雷区，无数

车辆瞬间被炸毁，罗曼驾驶重型装甲车

“屁股”着火，被地雷轰至峭壁之间命悬

一线。唐老大和雅各布虽是亲兄弟，但

一见面剑拔弩张的气势溢出屏幕。影片

将于5月21日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在名列四川十大最美古

镇之一的福宝古镇上，有一座百年

历史的庭院。这几天，庭院里堆陈

出“机器人”、“奇妙沙发”、“点赞棒”

等许许多多奇怪的东西，这些看上

去“土味”十足的发明正是电影《小

镇发明家》中主人公田小乐的“得意

之作”。

日前，由陕西好故事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四川东辉博瑞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北京黑白映画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东辉

博瑞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泸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喜

剧电影《小镇发明家》在四川省泸州

市合江县福宝镇正式开机。该片由

范宇指导，戴庆辉、曾嘉、肖嘉宁联

合编剧，汇集了彭泊睿、马亚楠、柴

济洲、张洁、兰岚、李卫、来钰、冯星

绮、杭程宇等一批新一代演员。

《小镇发明家》讲述了小镇青年

田小乐热爱发明，却被人视作“不务

正业”。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田小乐

成为“网红发明家”，从此沉迷于追

名逐利中。最终在女老师林芳芳的

帮助下，田小乐寻回了初心。制片

人肖嘉宁介绍，《小镇发明家》是一

部节奏明快、形式感很强的电影，各

种“土味”发明的轮番登场以及主人

公调皮的个性让影片极具喜剧效

果，同时影片结合了当下流行的网

络直播元素，注重对现实的观照，让

观众产生开心一笑、会心一笑、温情

一笑等花样“笑感”。

（姬政鹏）

本报讯 日前，由中共郎溪县委县政

府、安徽钰洪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院线

电影《幸福小马灯》新闻发布会在安徽郎

溪县大佛山养心谷举行。

发布会上，出品人吴达龙就电影项

目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国家一级美术师、

安徽省书画院院长刘廷龙为剧组赠送了

电影同名书法作品。电影导演车径行，

编剧郭明辉，制片人大昌，主演陈友旺、

訾富尔、柯伊善，艺术总监刘金玉等团队

主创亮相并分别对电影创作感受进行了

发言。

电影《幸福小马灯》通过皖南山村一

位退伍老兵、民间艺人老桂一生为恢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小马灯”饱经挫

折，终使“小马灯”在乡村重放光彩，找回

了渐逝的“民魂”。影片反映新时代农民

的精神文化追求，讴歌党的乡村振兴战

略的英明。流传久远的民间艺术“小马

灯”，传播的核心精神是“忠义仁勇”，祈

福“天下太平”。

该片由安徽钰洪影业出品，山东好

汉影业倾力打造，预计5月20日开机。

（影子）

本报讯 5 月 11 日，历时五年制

作的国漫《俑之城》发布全新海报

及预告并宣布将于 2021 暑期档上

映。该片自 2019 年发布首支 PV
以来，已经成为许多粉丝心心念

念的“白月光”，此次发布的神秘

海报与 85 秒先导预告，引发关注

期待，“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仙世界，一定要去看！”

《俑之城》以世界八大奇迹之

一的“兵马俑”为灵感，创造了一

个专属于俑的广袤地下世界。先

导预告中，百戏俑、铜马车、碑林、

傩面具等中国文化元素纷纷呈

现：成千上万的兵俑浴火复活，磅

礴的俑城中，奇珍异兽、光怪陆

离。巨大的飞鱼从天空划过，漫

天的荧火点亮白昼，引人惊奇。

在上古传说中常常出现的“犼”与

兵俑们展开了一场撼天动地的大

战。男女主角相继现身，从打碎

面具的一瞬间开始，就像有一种

羁绊，让两人踏上一段非同寻常

的旅程。预告片中一句“昨日种

种昨日死，今日种种今日生”似乎

在揭示主角的命运与归宿，留给

人无限遐想。

该片由华强方特动漫打造，从

最初的选题，到故事剧本、人设场

景、画面特效，都经过反复打磨。

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瑰宝兵

马俑，主创团队奔赴秦始皇陵展

开为期两年的考察研究。与此同

时，影片中还融入了历史文物、传

统 文 化 ，结 合 新 时 代 的 表 现 手

法。片方透露，影片在国内首映

后，将陆续进入全球 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上映。

《俑之城》由华强方特（深圳）、

天津猫眼微影、浙江横店影业、北

京金逸嘉逸、湖南快乐阳光、抖音

文化（厦门）联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金行征执导的纪录

电影《无臂七子》近日在北京首

映。影片讲述了七位没有手臂的

艺术家，在逆境中不甘示弱，迸发

出昂扬向上的勇气和力量，用自

己的口与脚篆刻、绘画、写书法等

形式创作艺术作品，获取社会有

价值的成就，脚踏实地用实际行

动证明自己的自尊与自信。

这七位艺术家分别为浙江的

陈伟强、丁京华，云南的和志刚、

安徽的赵靖、江苏的石晓华、吉林

的王新德、山东的屈凡雪。他们

有着相似的生活悲剧，也有共同

的爱好。七位中有四位在童年时

期不慎触碰高压变压器而截肢；

有一位在他青春年华时，在矿井

中被炸去双臂与一只眼睛；还有

一位在而立之年，在工地作业时

被炸去双臂；而另一位则是因小

儿麻痹症导致他的手不能抬举。

《无臂七子》以平视的视角，

真实地记录了这七位艺术家的生

活点滴，展示了他们自信、自立、

自强、积极乐观的残疾人形象。

无臂七子的生命负重只是生理上

的缺陷，而不是精神上的。从他

们的书画艺术造诣上可以看出，

他们由精神生命的完满而激扬生

命之力，焕发生命之美，并体现出

光华璀璨的生命价值。而这些对

于社会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

财富，必将对人们起积极的激励

和鼓舞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无臂七子”为

回馈社会，他们到处励志演讲，义

卖自己的作品，共同筹资在云南贫

困山区建了一座“七子”教学楼。

《无臂七子》由杭州何乐不为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华歆文

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我要我们在一起》

十年前，差生吕钦扬当众告白凌一

尧，两人从校园步入社会，为了让她幸

福，他不惜以命相搏。然而金钱、房子、

婚姻等现实的考验，却将两人越推越远。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爱情

导演：沙漠

编剧：王志勇/付丹迪

主演：屈楚萧/张婧仪/孙宁/张垚

出品方：工夫影业/阿里影业/腾讯影

业/网易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影视

《白蛇传·情》

取材自民间故事《白蛇传》，白素贞

修炼千年，只为人间寻那许仙，再续前

缘。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戏剧/剧情

导演：张险峰

编剧：莫非

主演：曾小敏/文汝清/王燕飞/朱红星

出品方：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

佛山文化

发行方：珠江电影集团/珠江影业

《柳青》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进

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作家柳青认为这

是千年不遇的大变革，决心亲自参与实

践，书写这场重大的历史变革，他深入农

村，扎根人民，为农民办实事，面对急躁

冒进的“大跃进”运动，他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为农民发声。在各种压力下他创

作出《创业史》第一部，轰动文坛。就在

他雄心勃勃展开第二部创作时，一场更

大的风暴席卷而来，面对苦难，他不忘初

心，追求真理，最终成为中国文坛的一种

精神。

上映日期：5月21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田波

编剧：田波/王苗霞/马秀华

主演：成泰燊/丹琳/师清峰/卢学习

出品方：多吉影视/国际信托股份/天

朗产业/中央党校大有影视/善基文化/天

龙国际

发行方：如日之升影业

《速度与激情9》（美国）

唐老大多姆·托莱多，与莱蒂和他的

儿子小布莱恩，过上了远离纷扰的平静

生活。然而他们也知道，安宁之下总潜

藏着危机。这一次，为了保护他所爱的

人，唐老大不得不直面过去。他和伙伴

们面临的是一场足以引起世界动荡的阴

谋，以及一个前所未遇的一流杀手和高

能车手。而这个名叫雅各布的人，恰巧

是多姆遗落在外的亲弟弟。

上映日期：5月21日

类型：动作/冒险

导演：林诣彬

编剧：丹·凯西/盖瑞·斯科特·汤普森

主演：范·迪塞尔/约翰·塞纳/米歇

尔·罗德里格兹/乔丹娜·布鲁斯特

出品方：美国环球影业

发行方：中影/华夏

《秘密访客》发段奕宏张子枫正片片段

《了不起的老爸》发布“陪伴”预告片

《幸福小马灯》聚焦非遗项目

《速度与激情9》任务加码动作戏大升级

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京点映
绝美仙侠水墨国风席卷银幕

动画电影《俑之城》定档暑期

纪录电影《无臂七子》在京首映

《迷妹罗曼史》发90年代特辑

《小镇发明家》四川福宝古镇开机

主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