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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古董局中局》日前在北

京举办首映礼。导演郭子健、原著及

文学顾问马伯庸、监制韩三平、编剧

朱炫、范文文、黄海，制片人梁琳及领

衔主演雷佳音、辛芷蕾，特别主演葛

优，主演阿如那等主创悉数到场。

谈到参演本片的原因，雷佳音说

“之前就演过马伯庸老师的作品，看

到剧本和小说就非常喜欢，又看到有

葛优出演就一口答应”，辛芷蕾也称：

“和老中青三代男神合作太荣幸了！”

远程连线的李现被一致评价为“是个

很认真的演员，对于表演这件事很

轴”。上戏“师哥”雷佳音点赞“师弟”

阿如那“把郑国渠这个角色演活

了”。这样的黄金阵容也获得观众好

评，有观众称“雷佳音是真正的许愿，

把人物性格刻画地非常到位”、“葛大

爷就是活招牌，付贵这个具有两面性

的角色让我爆笑的同时也让我感

动”、“郭涛和咏梅的亮相太令人惊

喜，是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飙戏的扎

实作品”。

多位嘉宾莅临现场观影，并对影

片给予了极高评价。《狗十三》、《烈日

灼心》导演曹保平力赞影片“班底非

常强，整个表演也非常好，集结了很

多‘戏骨’，融合了很多动作、喜剧的

元素在里面，完成度非常高”。《绣春

刀 2:修罗战场》、《刺杀小说家》的导

演路阳直言“今年类型片在电影院里

很少见，把这样一部很新的讲夺宝的

电影拍得非常有侠气、有江湖感实属

不易，我肯定会推荐给朋友去看”。

原著及文学顾问马伯庸亲临现

场，他说：“虽然我是原著作者，但是

也目不转睛地看了两个小时，主创们

给我的作品做了加法，给我特别大的

惊喜。”监制韩三平动情地说：“一个

电影好看是综合的，融合了剧本、表

演、摄影、美术、服化、道具等各方面，

这是一部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反复磨

炼的一部好电影。”

该片由杨受成、蔡元、韩家女任

出品人，韩三平监制，杨政龙总策划、

梁琳担任制片人，郭子健执导，根据

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雷佳音、李现、

辛芷蕾领衔主演，葛优特别主演。电

影将于12月2日超前点映，12月3日

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平原上的火焰》近日

发布“平原上的人”幕后创作特辑，

不仅有监制刁亦男、导演张骥、艺

术总监双雪涛等幕后主创揭秘拍

摄故事，细节控剧组筹备 5 年，力

求还原 90 年代质感；更有周冬雨、

刘昊然等演员解读角色，多位实力

派演员共同演绎两代人的复杂情

感。

为了更好地呈现角色形象，周

冬雨尝试多种不同的演绎方式、主

动与导演探讨角色内心世界。刘

昊然在开拍前做足准备工作，片场

被木棒击打数十次，但为最好的拍

摄效果仍要求继续。两位演员对

角色的诠释也得到了导演张骥的

认可，“这两位演员在镜头里面，代

入感非常强，带着你去认识这个人

物，去关心这个故事。”

梅婷饰演的傅东心专心于艺

术事业，与自身的文艺气质相吻

合，刘昊然也称：“你会觉得她（梅

婷）就是傅东心。”袁弘表示，自己

饰演的蒋不凡非常平凡，而自己则

与影片中的庄树经历过相似的时

代背景。吕聿来饰演的孙天博与

陈明昊饰演的庄德增也在李斐、庄

树的成长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特

辑中分别有精彩的对手戏呈现，多

位演技派携手揭开一段尘封的平

原往事。

影片中不仅有两代人的情感

羁绊，还通过他们的故事折射出整

个时代的变迁。从故事背景到年

代细节，剧组在服化道方面力求还

原 90 年代的时代气息。破旧的水

泥楼梯、脱落的旧墙皮、老旧的工

厂厂区，以及演员们的服装造型共

同呈现出一幅具有年代感的时代

画卷。而为了展现 8 年前后的对

比，剧组在光影、色彩调性等方面

打造出差异化，让观众更具象地感

受到时间的变化。

该片将于 12 月 24 日全国公

映。

（影子）

本报讯由邱礼涛执导，古天乐、

张智霖、吴镇宇领衔主演的电影《暗

杀风暴》近日发布“悬案版”预告。

该片改编自周浩晖的悬疑推理小说

《死亡通知单：暗黑者》，此次也是该

热门 IP首登大银幕。影片讲述了轰

动全城的连环杀人案接连发生，凡

是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都将按

预告日期，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

为尽快破案，爆炸案目击者黄少平

（古天乐 饰）、警察罗飞（张智霖

饰）、专案组韩灏（吴镇宇 饰）一起

入局。真相不断在反转，惊人的秘

密逐渐浮出水面……

张智霖所饰演的警察罗飞是警

队公认的“推理天才”，他在案件发展

陷入瓶颈之时，发现了十年前爆炸案

的诸多疑点，并再次造访古天乐饰演

的目击者，挖掘线索。吴镇宇所饰演

的韩灏，则将以专案组组长的身份全

程参与侦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二人

屡次与疑似凶手的黑衣人枪战搏斗，

上演警与匪的明暗交锋。面对行踪

诡秘的罪犯，张智霖与吴镇宇能否保

护下一个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揭

开桩桩悬案的真相，让人倍感期待。

影片由银都机构、广东昇格传

媒、上海淘票票、爱奇艺影业、北京无

限自在、北京畅想新影影业出品，广

东国奥影业、南京博远影视、河南典

润文化、上海源纳影业、北京浚恒影

视、广州人资优选互联网、之江电影

集团、厦门金逸传媒、嘉凯影院、江苏

六喜文化、梦想沙龙娱乐、北京鸿岩

文化、江苏文投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日

前入围2021年第13届澳门国际电影

节，片方近日发布“再见曹生”版片段

及“我的心愿”版海报，最快乐的地方

发生最痛的离别，戳中观众内心最柔

软的地方。

片段中，曹生终于在爸爸曹德望

和姐姐霍家女（林博洋 饰）的陪同下

来到了游乐园。曹德望强撑着病体

为曹生实现愿望，借着用手机记录美

好时刻，说出了无法当面对曹生说的

话，同样也是在和他这一生的牵挂告

别，句句让人泪目。“好好的，再见！

曹生，将来要好好学习，做个有用的

人！姐姐要照顾好他，一定啊！”突然

曹德望病情发作摔倒在地，在“最快

乐的地方”与最亲的人离别，这其中

的痛楚对这对父子及观众来说都是

难以言说的痛。也许和死亡相比，曹

生余生的孤单更令曹德望担忧。

除了让人泪目的父子情，曹德望

与霍家女、徒弟小江（李昀锐 饰）之

间的情感也让观众“破防”。在此番

发布的“我的心愿”版海报中，通过细

微的表情，将四人不同的心态以及心

里话悄然揭开。曹德望眉头紧锁，为

缺失曹生的成长而感到不舍；曹生眼

泪夺眶而出，希望哨声一响爸爸就出

现；霍家女眼神坚定，决心照顾好曹

生互相治愈；徒弟小江满眼心疼，知

晓曹德望病情恶化的他又无能为

力。他们四人心愿的出发点都是在

拼尽全力去守护想要守护的人，胜过

了血缘，人性的温暖在电影中绽放。

影片在 11 月 27、28 日周末超前

点映中也获得众多好评，不少观众对

电影中真挚的父子情产生共鸣，感动

落泪。该片由曹炳琨自导自演，张翀

监制，田浩宁、林博洋、李昀锐主演，

将于12月3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 3 日至

2022年 1月 8日期间，北京环球度假

区将为游客精彩呈现首个季节性主

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

日”体验。游客将在浓浓的节日氛围

当中尽情享受环球经典的沉浸式娱

乐体验。届时，游客将有机会在北京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欣赏到一处高达

22米、流光溢彩的巨型圣诞树，品尝

多达80款精心烹制的圣诞主题餐饮，

选购上百款冬季限定潮流商品，在浓

郁的节日氛围中尽情释放。

开园后的首个冬天，大片世界的

精彩体验因冬日的到来显得与众不

同。装饰一新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洋

溢着冬日节庆的欢乐氛围，点亮每一

位踏入电影大片世界游客的冬日玩

儿心。步入好莱坞主题景区，一棵以

竹子为灵感而打造的圣诞树随即映

入眼帘，换上冬日新装的电影角色轮

番在此处登场，热情欢迎每一位到访

游客。漫步在好莱坞星光熠熠的大

道上，游客将被浓浓的节日气氛所包

围，带有好莱坞黄金时代建筑风格的

商铺被精致的圣诞花环装扮一新。

不经意间还会偶遇这里备受追捧的

热门电影“明星”，他们在此刻换上了

鲜艳的节日“冬”装，与游客一起共释

激情，共同迎接冬日的到来。无论白

天还是夜晚，位于蓝贡湖畔、高达 22
米的巨型圣诞树，成为众多的主题装

饰中最为璀璨夺目的风景。这棵巨

型圣诞树由近十万份缤纷节庆饰品

装扮而成，让大片世界里的节日氛围

烂漫十足，更成为冬游大片世界不容

错过的留影“打卡地”。 （影子）

本报讯 11 月 27 日，《无尽攀登》

“人生不怕晚，就看敢不敢”主题路

演来到济南，主角夏伯渝、制片人

柯庆峰、摄影师卢华杰空降现场与

观众亲切交流。与此同时，《无尽

攀登》发布了“地表最强硬核大爷”

版口碑特辑，在特辑中我们看到了

夏伯渝精彩而又刺激的人生经历，

以及观众对于夏伯渝故事的震撼

与感动，就像特辑中观众所说，电

影给人以力量，这正是这个时代所

需要的，与特辑同时发布的还有

“征服人生”版海报，在峰峦叠嶂的

山峰中，夏伯渝毅然地站在峰顶，

背后是他所征服的山峰，一个个数

字代表着他对梦想的渴望与坚持，

挑战与成功。

片中，夏伯渝与爱人相濡以沫

几十年的感情让观众特别感动，尤

其是夏伯渝登顶珠峰第一时间与

爱人通话报平安的情景让人潸然

泪下。

“人的一生不应开局而定格，

而应选择而改变。”这是一位观众

在观影后的分享。现场一位中年

女观众则表示影片让她感受到了

“喜欢”的纯粹，“热爱”的力量，她

觉得现在都是父母在说“只要努力

学下去，你就会喜欢”而不是“你喜

欢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努力”，这部

电影向大家证明热爱能激发人的

无尽潜力，人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为自己热爱的事情而奋斗。

《无尽攀登》由吴京、郭帆担任

出品人，由刘开珞监制、叶俊策执

导、柯庆峰制片、叶濡畅担任剪辑，

由北京时光春雨、北京登峰国际、

郭帆（北京）影业出品，12 月 3 日正

式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徐峥监制，邵艺辉编剧

执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

野芒领衔主演，黄明昊、王影璐特别

出演，宁理、张芝华、吴冕友情出演的

《爱情神话》本周发布了电影同名主

题曲，由青年歌手毛不易演唱，复古

摩登的电子曲风搭配平实细腻的歌

词令人耳目一新。紧随其后，影片发

布《爱情神话》同名主题曲 MV，展现

了情感世界中的温润细节和成熟的

情感观念。

随着影片主题曲 MV 的发布，电

影《爱情神话》也逐渐向观众清晰了

一种成熟的情感观念、一种包容的视

角来看待爱情中不同的选择与态

度。主题曲MV中展现了影片中老白

等人或交织或分离的情感，监制、领

衔主演徐峥对此坦言：“我相信成年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应该理解了

生活的不易，理解生活当中各种的可

能性、人性当中各种的复杂性。”与此

同时，影片发布了一组“人生角色

卡”，分别用不同的色调来为人物进

行渲染，展现了角色不同的情感态度

与情感追求。八个角色，八种人生，

八种色彩，编剧导演邵艺辉表示：“因

为人性本就是多样的，感情也是多样

的。你如果用一两种观念去衡量‘爱

情’的话，是不能涵盖所有对情感的

理解，我们不能轻易去批判一种感情

态度。”马伊琍表示：“这部电影，我觉

得它如实地呈现了某一阶段人的情

感需求，因为在现实中很多感情问题

是没有答案的。”

该片由麦特影业（湖北）领衔出

品，12月24日全国公映。

（杜思梦）

《我们是第一书记》

讲述了多地扶贫驻村第一书

记带领村民搞产业、办教育、抗天

灾、保丰收、易地扶贫搬迁的感人

事迹。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任杰

主演：旺青罗布/胡小明/刘
恭利/黄文秀

出品方：新华网/精彩时间/
人杰文化/华录百纳

《无尽攀登》

1975 年夏伯渝加入中国登

山队，在攀登珠峰时因帮助队友，

导致自己冻伤而双小腿被截肢，

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登顶珠峰的梦

想。在经历双腿截肢、癌症侵扰、

病痛折磨的43年里 ，夏伯渝五次

冲击珠穆朗玛峰，凭借自己的坚

持不懈与热爱，最终在69岁高龄

成功登顶。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纪录片/冒险

导演：叶俊策

主演：夏伯渝/胡歌/夏登平

出品方：时光春雨/登峰国

际/郭帆影业

发行方：亿美星海

《古董局中局》

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讲

述了五脉传人许愿因要查明唐朝

武则天明堂佛头真相而发生的一

系列冒险故事。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悬疑/冒险

导演：郭子健

编剧：朱炫/范文文/黄海/王
亚鹤/盘依然/常小琥

主演：雷佳音/李现/辛芷蕾/
葛优

出品方：英皇影视/英皇影

业/联瑞影业/正夫影业

《你的世界如果没有我》

雪山下小镇长大的青年阿

布在一次邂逅中认识了城市女

孩骆瑶。随着两人情愫渐生，两

人离别前定下“在星空下修一

座木屋”的约定。为实现这个浪

漫又不切实际的约定，阿布和身

边伙伴开始了从无到有的造梦

之旅。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爱情

导演：刘伟恒

主演：张宥浩/薛昊婧/向遨

宇/陈冠宏

出品方：飞天盛宇

发行方：国影纵横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曹德望的妻子离世，只留下

一个儿子曹生，父子俩相依为

命。曹德望须尽快将未成年的曹

生安置到福利院。为此，曹德望

需要开一张非亲生证明。这对父

子背后的故事，才一点点被揭

开……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剧情

导演：曹炳琨

编剧：张翀/曹炳琨

主演：曹炳琨/田浩宁/林博

洋/李昀锐

出品方：和力辰光/麦颂影

视/冲击力影视/博亚环球

发行方：禾光影业

《别让我走》

乡下一处房屋失火，房屋主

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浩浩为

了寻找爸爸和奶奶产生了矛盾，

浩浩奶奶坚信这起事故背后另有

隐情，他由此展开更为深入的调

查。然而调查越深入，离奇诡异

的事件越来越多，而恐怖的真相

也渐渐浮出水面。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惊悚

导演：周涛

主演：袁秀芝/杨振宇/周小

鹏/周亚萍

出品方：东方稻田

发行方：东方稻田

《假如明天来临》

28 岁的妇科医生赵虽然因

一场意外，不幸患上抑郁症离职

在家，后检查出身患脑癌，两重病

症下引发了一系列幻觉，深爱她

的老公齐浩峰在悲痛之余，研发

了“时间缓流”装置，挽救了她的

生命。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爱情

导演：陈卓

编剧：梁淡若/张诚

主演：赵奕程/曾俊雄/刘禹

锡/任俊鹏

出品方：若城文化

发行方：千朗文化

《超时空日记》

文艺深受逼婚迫害，忘不了

高中时期暗恋的杨啸，导致她一

直无法开启恋情。十分困扰之

际，得知杨啸与高中同学刘伊心

的婚讯，十分痛苦。在一次烂醉

时，得到一个神秘人赐予的日记

本。通过日记本与 10 年前的同

学李航隔空对话，何文艺以摆脱

被逼婚窘境为目的展开了一段爱

恨交织、时空交错的神奇故事。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爱情/奇幻

导演：兰彬

编剧：吴丽

主演：陈露茜/阿萨/杨承翰/
罗莽

出品方：福影影业/长空御龙

影视/龙人影视

《镇伏司·火神之怒》

洛阳城大善人布商张金染在

众目睽睽之下被舞狮吐火烧死，

案件扑朔迷离，牵扯甚广。欧阳

靖越查迷雾越浓，几次查到关键

线索时都会被幕后之人毁灭证

据，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

操控着一切。幸亏欧阳靖在各方

人马的帮助下，逐渐拼接推理出

案件的真相，却意外挖掘出一件

未解谜案，撞破了一个惊天阴谋。

上映日期：12月3日

类型：冒险

导演：丁正勇

编剧：裴元华 / 邢瑞

主演：贺彬/谢卓妮/舒杨/于
震宇

出品方：鸣风在竹

发行方：泡泡鱼

《笨鸟大冒险》

一只小鸻鹬因为没有学会飞

翔，而被迁徙的鸟群落下，它要一

个人面对寒冷的冬天以及捕食者

的威胁，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它

找到了温暖的避难地，迎来了又

一个春天。

上映日期：12月4日

类型：动画/冒险

导演：袁翙鹏

编剧：张琦

配音：李姗姗/巩大方/汤水

雨

出品方：炫彩社影视/嘉行文

化/迷狐星/众合千澄

发行方：千澄影业

《梭梭草》

戈壁大旱，爷爷呼和种下的

大片梭梭苗枯萎，回家乡要接奶

奶治病的吉雅，和赛车手童家豪

在挽救了树苗之后，又和时间赛

跑抢救奶奶，两个年轻人由此熟

识相知，吉雅也和爷爷化解了多

年误会，找到人生方向。

上映日期：12月5日

类型：悬疑/剧情

导演：张杰勇

编剧：张杰勇

主演：胡晓光/林博洋/巴德

玛/娃尔

出品方：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晨昊影业/内蒙古电影集团

发行方：晨昊影业

◎ 新片
《古董局中局》首映

《暗杀风暴》发悬案版预告

《无尽攀登》济南路演

徐峥监制《爱情神话》发主题曲MV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发预告片

《平原上的火焰》特辑还原年代质感

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冬季假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