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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安乐影业出品，江志

强监制，梁乐民执导，王丹妮、古天

乐、林家栋、杨千嬅共同出演的影片

《梅艳芳》将于 11月 12日全国上映。

片方近日发“告别”版预告及“夕阳之

歌”版海报等海报。预告以梅艳芳在

身患绝症仍坚持举办演唱会，给多年

陪伴她的粉丝们最后一个交代为主

线：“我将自己，嫁给了你们，嫁给了

音乐，嫁给了舞台。”这既是梅艳芳对

舞台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也是她对粉

丝爱意的回应。同时，比赛冠军出

道、歌曲接连获奖、忍痛登上舞台等

具有代表性的梅艳芳人生画面在预

告中一一闪现，一幕幕经典时刻串连

出了她传奇般的一生。

预告以梅艳芳演唱会表演《烈焰

红唇》前的后台画面切入，王丹妮饰演

的梅艳芳因腹部不适而疼痛难耐，在

其他人准备取消此次演出时，她却阻

拦道：“不能缺席演出。”满是倔强的语

气表现出了梅艳芳对于舞台和观众的

热爱。梅艳芳从4岁半开始，稚龄登台

便辗转于城市中的大小舞台。19岁时

出道成为乐坛新蕾，在红馆连开28场

演唱会创下记录，304场演唱会堆叠出

了她耀眼的职业生涯。梅艳芳生于舞

台，更是为舞台而生。

由林家栋和杨千嬅饰演的华星

唱片高层也出现在预告片中。他们

从梅艳芳出道时便相伴左右，关系早

已不局限于事业上的伙伴。“如果有

下辈子，你们都要继续这么疼我”，梅

艳芳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除了不舍之

外，还有无尽的珍视与感念。（木夕）

《梅艳芳》发预告再现催泪告别场面

本报讯 将于 11 月 19 日上映的电

影《铁道英雄》近日发布全阵容预告及

海报，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俞灏明

齐齐亮相，各自角色逐一释出，这群身

怀本领的英雄儿女组成了一支英勇无

畏的抗日行动小队，在冰天雪地之中与

敌人周旋交锋，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

贡献不可磨灭的力量。预告中暗流涌

动和激烈枪战的镜头交织，引领观众穿

越时空感受紧张惊险的气氛，海报揭示

了几个角色的身份设定，傲人英姿透露

着时代中个体的风骨气节。

《铁道英雄》讲述在山河沦陷的抗

日战争时期，临城枣庄英勇的“铁道队”

与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

事。通过重塑全新的角色，打造全新的

剧情脉络，再现民族英雄驱除日寇的壮

丽史诗。

影片同步发布一组海报，几位主演

悉数亮相，迥异的神情下却是一致的坚

定。张涵予拔枪相向，刚毅果断的神色

昭示着战斗的决心和勇气；范伟在风雪

中依然泰然处之，平静的面容折射出对

信仰的坚守；魏晨注神持枪瞄准前方，

神枪手风采一览无遗；周也抬头凝望若

有所思，脸上露出坚韧；俞灏明咬牙瞋

目，散发一往无前的气势。

主创团队基于感动万千中国人的

鲁南铁道队的故事进行全新创作，通过

电影《铁道英雄》回溯那段燃烧激情的

历史，展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英勇奋

战的民族精神。谈及故事里的角色，几

位演员的言辞间充满着敬意。范伟表

示：“这些铁道英雄们，不是高高在上

的，不是那种大家看不见、摸不着的那

种英雄。他们是那种大家能够感受到，

是我们身边的，就像老王这样的人。”俞

灏明也认为，“铁道英雄其实是普通人，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却不平凡，这是最打

动人的地方。”正是这些在中华民族危

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们，用坚持不

懈的斗争，极大牵制和削弱了敌人的力

量，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打下坚实

基础。他们以生命和鲜血换来我们今

天的和平生活，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

铭记。 （影子）

本报讯 悬疑喜剧电影《扬名立万》

近日发布全新预告和海报，正式宣布提

档至11月11日全国公映。更令观众惊

喜的是，该片首次透露由韩寒担任监制，

这既是韩寒首次担任电影监制的作品，

也是导演刘循子墨的大银幕处女作，两

人的再度合作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新火

花，令人十分期待。

海报和预告中，领衔主演尹正、邓

家佳、喻恩泰、杨皓宇、张本煜、柯达，特

别出演陈明昊、秦霄贤、邓恩熙、余皑磊

全阵容悉数亮相，一场扑朔迷离、人人

各怀鬼胎、戏中戏案中案交织的悬疑大

戏即将开演。

“这电影要是成了，咱们扬名立

万！”预告片中，一群不得志的电影人正

聚集一场离奇的剧本会议，欲将“一桩

惊天大案”拍成电影。而为了激发汹涌

澎湃的创作灵感，他们竟然与已经落网

的凶手本尊共处一室，以求在凶案现场

由凶手亲自现场还原案件。在追溯真

相的过程中，所有人却发现这个案子

“水太深了”：没有出路的密室、去而复

返的凶手，让事态发展愈发离奇；神秘

黑衣人身份成谜，清纯歌女惊鸿一瞥，

更多局外人也被牵扯进来。真相只有

一个，凶手究竟是谁，扑朔迷离的故事

愈发离奇，而做局人发话“不弄出点名

堂来，谁也不许走！”让局中人个个危在

旦夕，成名也在此一举。

戏中戏、案中案、局中局、人外人，

环环相扣，一场野心与良心的较量愈演

愈烈。预告片中除了抽丝剥茧的悬疑

元素，还伴随着大量紧张激烈的打斗，

复古优雅的民国风里也暗藏杀机，令本

片悬疑氛围拉满，看点十足。

该片由上海猫眼影业有限公司、北

京万合天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亭

东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影子）

电影《扬名立万》提档11月11日

本报讯 将于2022年大年初一上

映，由宋阳导演的喜剧电影《超能一

家人》近日发布“没有正常人”版预

告及海报。影片主演集结亮相，号称

“超能一家”的艾伦一家每个人都拥

有一个听上去很厉害的超能力，但从

实际效果来看似乎还没掌握火候，屡

屡误伤自己人，网友调侃也许叫“互

坑一家”更为合适。沈腾此番出演的

是一位外国反派，大背头、鹰钩鼻、金

发金牙的造型甫一亮相便令人忍俊

不禁。

预告中，威风凛凛的沈腾一抬腿

又是一个一字马，以“行大礼”的方式

完成了与艾伦的初次会晤，不禁让人

感慨“腾哥想耍个帅好难”。沈腾在

本片中出演的是一个远东城市的市

长乞乞科夫。

艾伦一家虽然神奇地拥有了超

能力，但似乎还没有掌握说明书。原

本该用来对付恶势力的超能力却屡

屡伤及自己人，不禁让人汗颜。看上

去不太靠谱的一家人怎么和人多势

众的乞乞科夫斗，也令人充满了期

待。虽然展示的篇幅有限，但开心麻

花的“超能力”，有没有“超厉害”不知

道，一定“超乎你想象”。

作为开心麻花首次进军春节档

的作品，《超能一家人》主创拿出了十

足诚意，在精雕细琢每个包袱外，国

内外辗转六地取景，过半戏份于俄罗

斯取景拍摄，全片使用超 1700 个特

效镜头。从电影工业层面来说，本片

无愧开心麻花“史上最强制作”之称。

电影《超能一家人》由宋阳执

导，艾伦、沈腾、陶慧、张琪、韩彦博、

白丽娜主演，将于 2022 年大年初一

上映。由浙江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

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阿

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淘票

票发行。 （木夕）

《第一炉香》

上海女学生葛薇龙求学香港，投

靠姑母梁太太，被梁太太利用，当作诱

饵来吸引男人，葛薇龙渐渐沉迷在纸

醉金迷中，后来被花花公子乔琪乔吸

引，为了继续过声色犬马的上流社会

生活，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费尽心机

嫁给了乔琪乔，最终沦为姑母梁太太

和乔琪乔敛财的工具。结局不言而

喻，当葛薇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时就会

被乔琪乔无情地抛弃。

上映日期：10月22日

类型：爱情

导演：许鞍华

编剧：王安忆

主演：马思纯/俞飞鸿/彭于晏/张
钧甯/范伟

出品方：阿里影业/禾和影业/青
鸟影业/启泰远洋

发行方：淘票票

《不速来客》

窃贼老李进入一处破旧的居民楼

内行窃时目击了一场命案，神秘女子

莉莉离奇被杀，就在老李拼命制伏凶

手阎正之际，外卖员马明亮突然也莫

名其妙地出现在这个房间之内，三人

一头雾水，在全然不知对方身份情况

下上演了一幕幕反转好戏，最终揭开

层层真相。

上映日期：10月22日

类型：喜剧/悬疑

导演：刘翔

编剧：张龙/刘翔

主演：范伟/窦骁/张颂文/朱珠

出品方：猫眼影业/炎魂网络/网
易影业/华夏/云风文化/仨仁影视

发行方：集拾文化

《牛王》

少年格桑为了找回装上运牛车的

“牛王”，开始了一段从祁连山至山东

省阳信县的冒险旅程。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李墨言

编剧：李墨言/赵江丽/封泉生

主演：张国强/王大治/居·旦增尼

玛

出品方：优亿思影视传/皮猴子文

化/阳信县城市资产公司

发行方：顶峰传奇影视

《秘不可言》

相恋四周年纪念日当晚，舒敏离

奇失踪，案发现场一片狼藉，男友向泽

被警方列为头号嫌疑人。神秘密室、

幽幽海墅，一段错综复杂的迷宗魅影，

一袭精心策划的爱的骗局。一时间，

旧事、新恨“相杀相爱”。

上映日期：10月22日

类型：惊悚

导演：曹涌

编剧：汪星

主演：张智尧/樊少皇/夏青/赵聪

出品方：海皇星影业/中视智策

发行方：基点影视

《沙丘》(美国)

天赋异禀的少年保罗·厄崔迪被

命运指引，为了保卫自己的家族和人

民，决心前往浩瀚宇宙间最危险的星

球，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与此

同时，各路势力为了抢夺这颗星球上

一种能够释放人类最大潜力的珍贵

资源而纷纷加入战场。最终，唯有那

些能够战胜内心恐惧的人才能生存

下去。

上映日期：10月22日

类型：科幻/冒险

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

编剧：丹尼斯·维伦纽瓦/乔·斯派

茨/艾瑞克·罗斯/弗兰克·赫伯特

主演：蒂莫西·柴勒梅德/丽贝卡·
弗格森/奥斯卡·伊萨克

出品方：美国传奇影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极盗行动》（阿根廷）

影片改编自真实的银行抢劫案。

2006年，一群盗贼抢劫了位于阿卡苏

索的里约热内卢银行，这被认为是历

史上最著名、最聪明的银行抢劫案之

一。他们抢劫银行所采用的方式和在

那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让人惊讶

不已。

上映日期：10月22日

类型：喜剧

导演：艾列尔·维诺格拉德

编剧：亚历克斯·齐托/费尔南多·
阿劳霍

主演：古勒莫·法兰塞拉/迭戈·佩

雷蒂/路易斯·卢克

出品方：源欣影业

发行方：源欣影业

◎ 新片

本报讯 阿根廷年度本土电影

票房冠军、犯罪喜剧电影《极盗行

动》将于 10 月 22 日登陆全国影

院。近日，该片发布“三十六计”版

终极预告及终极海报。

终极预告片中，怪盗们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巧妙运用“三十

六计”上演“连环计中计”。第一

步，“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只见

盗贼团分工明确，兵分多路潜入

银行，还发明好似能“悄无声息”

在银行警报下行走的装备，在惊

险刺激中也不乏荒诞幽默；第二

步，“无中生有，调虎离山”，为了

练好“演员的自我修养”，中年大

叔对镜苦练起演技，前一秒还在

电话中凶神恶煞地威胁警察，下

一秒竟欢乐地给人质老奶奶过起

了生日，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浪漫

搞笑的举动形成巨大反差；第三

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正当

所有人都以为盗贼团逃不过警察

布下的天罗地网时，他们却早已

带着保险箱中的现金珠宝“金蝉

脱壳”、逃之夭夭。电影跌宕起伏

反转不断，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兼

具轻松喜感的笑料和紧张刺激的

场面，真实又离奇，令人大呼过

瘾。

电 影《极 盗 行 动》改 编 自

2006 年轰动一时的真实银行抢

劫案。影片由阿根廷导演艾列

尔·维诺格拉德执导，迭戈·佩

雷蒂、古勒莫·法兰塞拉等领衔

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将于 10 月 22 日全国上

映的好莱坞科幻大片《沙丘》日前在

京首映，众多中国电影人抢先在大银

幕上沉浸体验了宏大壮阔的沙丘世

界，纷纷赞叹“恢弘震撼”、“超乎想

象”、“极致的大银幕奇观”。

电影《沙丘》整个项目从第一天

起就是为了在大银幕、IMAX银幕上

观看而设计的。为呈现不同星球的

特色风貌，导演维伦纽瓦带领团队奔

赴全球多地实拍取景。从“传奇将

至”预告中不难发现，挪威的绝美冰

原、约旦的奇异岩层、阿布扎比的无

垠沙漠，巧妙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

科幻画卷。

维伦纽瓦试图带观众从光、风、沙

尘这些大自然的启迪来切实感受沙丘

世界，他表示：“我们希望体现出沙漠对

人的灵魂的影响，我觉得因为无际和寂

静，这面巨大的镜子能够反射出一个人

的真实状态，直击内心的本质。这部电

影所有的设计都是基于此。”

好莱坞科幻电影《沙丘》由丹尼

斯·维伦纽瓦执导，“甜茶”提莫西·查

拉梅、丽贝卡·弗格森、奥斯卡·伊萨

克、乔什·布洛林、赞达亚、杰森·莫

玛、哈维尔·巴登、张震等主演，目前

预售已正式开启。10月22日影片将

以 2D，3D，IMAX，IMAX 3D，CGS 中

国巨幕，杜比全景声，杜比影院，

CINITY等多种制式在中国内地同步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在《新蝙蝠侠》曝光的

最新预告片中，谜语人、企鹅人、猫

女等经典角色悉数亮相，释出更多

剧情信息，超多全新镜头令粉丝大

呼过瘾。

预告片开场谜语人在雨夜中被

警察逮捕，并在狱中与蝙蝠侠有一

场秘密对话，台词“谜语人正是导火

索”也暗示其身份神秘，而整支预告

谜语人并未展露正面真容，这些都

为《新蝙蝠侠》的全新故事渲染了悬

疑气氛，撩拨观众好奇心。同时，经

典角色企鹅人也震撼出场，此次由

科林·法瑞尔饰演的企鹅人经高超

化妆技术辅助，生动演绎了末路狂

徒的癫狂，高呼“玩死你了”与蝙蝠

侠展开飙车大战，两人激烈对决，精

彩程度燃爆期待。

《新蝙蝠侠》还同步曝光了蝙蝠

侠、谜语人角色海报。海报整体呈

红黑色调，其中蝙蝠侠目光坚定伫

立其中，暗夜英雄强势归来，向邪恶

宣战！谜语人则手持信封，上面写

着“致蝙蝠侠”，作为反派角色，一直

给蝙蝠侠传递信息的谜语人，或许

有着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新蝙蝠侠》由华纳兄弟影片公

司出品，马特·里夫斯执导，罗伯特·帕

丁森、佐伊·克拉维茨、科林·法瑞尔、

保罗·达诺、安迪·瑟金斯等主演。影

片将于2022年3月4日北美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3 日，喜剧电影《不

速来客》在京举办首映礼。第一次演喜

剧的窦骁现场分享拍摄趣事自带喜感，

他分别用河南话、陕西话、粤语、新疆话

花式推荐电影，被观众笑称为“语言大

师”。

窦骁透露，第一次出演喜剧很新

鲜，片中，自己在角色和造型上很有突

破，希望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

导演刘翔介绍，作为影片的“搞

笑”担当，范伟和窦骁贡献了敬业而

精彩的表演。为呈现最佳效果也曾

多次调整机位，成就了许多观众拍

案叫绝的“名场面”。现场，窦骁与

影片另一主演胡明还原“认亲”场

面，引得观众笑声连连。

当天，未能到场的范伟通过直播连

线与首映礼现场观众互动，表达了未到

场的遗憾以及对所有支持影片的观众

的感谢。

《不速来客》中采用了非线性叙事

结构，将故事的发展时间打乱重建，使

其彼此重叠、互相交织，这种叙事手法

无疑是为影片的创作增加了一定难

度。刘翔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此的细节，

影片中的故事时间实际跨度约为 7 小

时，为了让时间顺序、前后逻辑更严谨，

在拍摄时非常注重对于时间细节的刻

画，比如影片中天井处的月亮方位和墙

上的挂钟指针，都是与故事当下的时间

点所吻合的。

刘翔还透露影片中镜头语言和场

景设计同样充满寓意，比如影片中多次

出现过的楼顶俯拍镜头，圆圈型的楼体

其实是在暗示这是一个陷阱，每个人经

过此处进入房间，暗示着每位来客都在

踏入陷阱。又比如影片中的螺旋形楼

梯，对应着剧情的环环相扣和结局的层

层反转。

《不速来客》由田壮壮监制，马焱洁

担任总制片人，付佳任制片人，刘翔执

导，范伟、窦骁、张颂文领衔主演，梁超、

胡明、高尚主演，朱珠、蔡鹭特别出演。

影片于 10 月 12 日至 14 日、10 月 16 日

至 17日开启全国超前点映，将于 10月

22日正式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3 个演员，14 天拍摄

周期，100 万成本，却被好莱坞电

影公司选中翻拍。这部名为《平

行森林》的国产科幻电影近日正

式在全国上映。

《平行森林》是青年导演郑雷

自编自导的首部院线长片，由唐

小然、赵小东、刘蔚森主演。

郑雷透露，当初仅为影片凑

到了 100 万元投资，用了 14 天完

成了全片拍摄。之所以 14 天完

成拍摄，是因为“如果 14 天没有

拍完，剧组也只能就地解散”，郑

雷笑言，“因为没有更多的资金再

去支撑后面的拍摄”。郑雷介绍，

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刷脸”请来

的，100 万投资也是和朋友们东拼

西凑的。“当时大家都抱着支持好

朋友、支持一把国产科幻的心情，

却没想到真的干成了一件大事”

更让郑雷没想到的是，《平行森

林》不仅上了院线，还收到了国际

影展的邀请，更得到了好莱坞的

青睐。

据悉，好莱坞版《平行森林》

将由科洛什·阿哈里执导，阿哈里

与乔纳森·凯西共同操刀剧本，由

阿尔迪斯·霍奇（《隐形人》）、埃

德温·霍奇（《明日之战》）领衔主

演。

电影《平行森林》由北京蒲

落、嘉荫大可雨田联合出品，保利

影业主控发行。

（杜思梦）

电影《铁道英雄》发全新预告海报 《超能一家人》发新预告

《新蝙蝠侠》发全新预告海报

电影《平行森林》首映
连环失控拉开解谜序幕

喜剧电影《不速来客》首映

《极盗行动》发终极预告海报

《沙丘》中国首映获赞

窦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