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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出品的动作

科幻电影《黑客帝国：矩阵重启》1月

14日起在中国大陆全面上映。影片

最新发布“真实世界”版预告，揭秘矩

阵真实面貌，觉醒后的尼奥和崔妮蒂

也发觉身边的一切早已超乎想象。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作为2022
开年首部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满载

期待。此次，枪林弹雨、爆破激战、高

燃飙车等各种动作场景全面升级，尤

其是尼奥和崔妮蒂最后的生死一跃，

采用实景拍摄，167米高的大楼加之

清晨阳光辅助，一幅绝美画面就此诞

生！除此以外，机械大军扑面而来的

围城之势，艾欧城人类生存的震撼景

象，尼奥崔妮蒂极限飚车逃脱爆炸等

大场面让观众连连盛赞“你永远可以

相信黑客帝国的动作戏”、“大银幕看

真的不一样，身临其境的炸燃和激爽

让人浑身一颤”。

此次，《黑客帝国：矩阵重启》核

心主创悉数回归，更有新人演员为矩

阵升级注入新鲜血液。基努·里维斯

与凯瑞-安·莫斯两大主演重返矩阵，

突破极限迎接全新挑战，终于迎来圆

满结局。导演拉娜·沃卓斯基也回归

掌舵，她对两位主演给出了贴切评价

“他们现在正处于最好的阶段，换句

话说，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刚刚好”。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由拉娜·沃

卓斯基执导，基努·里维斯、凯瑞-安·莫

斯、叶海亚·阿卜杜勒-迈丁、杰西卡·亨

维克、乔纳森·格罗夫、尼尔·帕特里克·
哈里斯等主演，正在热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日前，优酷内容开放平台

举办网络电影“扶摇计划”创意沙龙活

动。在此之前，优酷内容开放平台已

发布短剧、网络剧“扶摇计划”，均旨在

为合作方提供高品质 IP资源，促进优

质内容生产制作。

活动期间，优酷网络电影正式发

布了首期重点 IP和合作政策，覆盖小

说、游戏和电视剧多领域；另外，活动

还邀请了业内知名片方出席，并以“网

络电影 IP改编风向标”为主题进行了

圆桌讨论。

此次“扶摇计划”与心动互娱就

《纸嫁衣 2：奘铃村》达成网络电影及

网剧的 IP 合作。成都心动互娱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国风解谜类

游戏产品的新兴游戏企业，知名国风

解谜类产品《纸嫁衣》系列一经推出，

即占据各大手游榜单榜首，风靡全国，

游戏用户累计6000万。本次与“扶摇

计划”合作的《纸嫁衣 2:奘铃村》是首

部影游合作项目，上线后获得了

TAPTAP9.6、豆瓣9.0的好评。目前该

系列游戏仍在持续研发新作中，《纸嫁

衣3》将于1月公开发布。

此外，参与“扶摇计划”的还有磨

铁文化的《入地眼》项目。《入地眼》是

一部跨时代背景创作的悬疑探险小

说，突破传统网络电影的世界观和画

面想象力，打造强势冒险题材 IP。北

京磨铁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综合性的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致力

于提供全方位的内容产品，打造版权

全产业链运营能力，构建完整的内容

产业生态，汇集精品内容，孵化沉淀

优质 IP。
另一个参与到“扶摇计划”的项目

《重生之门》，是继《重生》之后阿里影

业的重点自制剧项目，该剧讲述了冷

面刑警与天才学生协助警方破获大案

的故事，在同类作品中具有差异化特

质。其作为原创项目，自成 IP 体系，

丰富的人物关系铺设及悬念预埋，拥

有系列化开发及 IP衍生的巨大潜力；

从而通过影剧联动拉动电影粉丝增

量，内容热度持续不减，使 IP 价值最

大化，实现平台、片方、观众三方共赢。

活动现场，无限自在总经理刘哲

（代表作《新画皮》《中华英雄》系列）、

新片场 CMO 马睿（代表作《新逃学威

龙》）、平治影视 CEO/总制片人颢东

（代表作《镇魔司》系列、《武动乾坤》系

列）参加了此次圆桌论坛，该论坛以

“网络电影 IP改编风向标”为主题，嘉

宾结合自己创作经验分别针对 IP 改

编的市场现状、不同类型 IP的创新方

向以及制作营销等多个议题进行了深

度讨论，旨在为行业提供更多方向，创

造出更多优质内容。

（赵丽）

优酷网络电影发布“扶摇计划”

联动书、游、剧推介重磅IP

本报讯 由闫非、彭大魔监制，邢

文雄编剧并执导，马丽、魏翔领衔主

演，陈明昊、周大勇、黄才伦等主演，艾

伦友情出演的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

太冷静》近日发布了“口技达人”版短

预告。

预告中，“神秘杀手”魏成功第一

次以卡尔的身份“出外务”便受到了来

自商会二把手吉米（周大勇 饰）的质

疑：“他真的是卡尔吗？”对此身兼联络

人的导演米勒（黄才伦 饰）强行镇定

地回答道：“如假包换、假一赔十”。在

得到肯定答复后，吉米、魏成功等一行

三人随即开车上路，谁料名为假杀手

实为真演员的魏成功突然一声吼叫，

魔性开嗓就此开启，一惊一乍之间将

原本心有疑虑的吉米瞬间镇住。不

仅如此，之后魏成功睡觉睡到假发盖

脸，却被吉米误以为是在回头查看

“敌情”的“无厘头”桥段也成功狙击众

人笑点！不管是自信至上的杀手身份

还是努力敬业却永远搞笑的演员本

职，都被魏成功完美拿捏，让人永远猜

不透故事下一秒的情节与发展，一场

紧张刺激却又笑料加满的喜剧盛宴即

将爆笑奉上。

该片由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西虹市影视文化（天津）有限公司、浙

江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

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津阅文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腾讯影业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海口西虹胡同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出品。 （影子）

本报讯 1 月 16 日，《极地追击》

在京首映。导演韩冠华，制片人晏

梓羚，演员李治廷、杨凯程、林小宅、

阿拉蕾等亮相首映，分享动作戏拍

摄幕后。当日，成龙“隔空”送上祝

福，“你们的付出与努力，最后观众

都会知道”、“中国动作电影的未来

靠你们了！”给予了无数幕后英雄极

大鼓励。当日，导演唐季礼、章笛沙

等前来支持影片首映。

影片讲述了一场亲情力量与欲

望深渊的对抗，与爱同行的正能量

之战。片中酷炫炸裂的动作片给动

作片影迷带来肾上激素飙升的感

觉，拳拳到肉的打戏更是给首映场

观众直呼“过瘾”。成龙“隔空”为动

作电影人打气：“中国动作电影的未

来靠你们了！”。受到鼓励的影片导

演韩冠华现场回应成龙鼓励，“成龙

大哥是希望中国动作电影精神传递

下去，并一直在引领着我们为中国

动作电影贡献做出贡献，让中国动

作电影有更好的发展。”

现场，主创与观众互动连连，高

潮迭起。李治廷和片中女儿阿拉蕾

不仅相互甜蜜“表白”，李治廷更是

背人深蹲，大秀“爸爸”力，“学霸”蒲

熠星现场朗诵莎士比亚英文诗引发

全场阵阵掌声。当现场观众问起演

员为何要加入这样一部“苦”电影

时 ，主 创 们 纷 纷 表 示 ，虽“ 苦 ”但

“爽”，能完成这么一部纯动作片开

心而兴奋。

《极地追击》由上海腾讯企鹅影

视、北京恐龙影业出品。该片讲述

天灾人祸兽袭的生存游戏，与爱同

行的正能量之战，该片将于 2022 年

大年初一腾讯视频独播。

（杜思梦 李霆钧）

（上接第1版）

对于饰演伍千里的吴京来说，《长

津湖之水门桥》在虎年大年初一上映，

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片中，他饰演的

伍千里率领的连队被称为“一群猛虎

钢七连”；电影之外，虎年也是他的本

命年。

吴京透露，此次《长津湖之水门

桥》相比前作《长津湖》更寒冷、更热

血、更残酷、更火爆，可以说是全面升

级：“《长津湖》只是拉开了这场战役的

序幕，《长津湖之水门桥》里，你会看到

更多的志愿军战士，为了争取最后的

胜利，为了保家卫国所做出的巨大牺

牲。这次走出影院，你不光会看到万

家灯火，还有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

平团圆，这一切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用

一生去珍惜和守护的。”

吴京透露，电影《长津湖之水门

桥》的拍摄让他经历了拍戏以来从未

有过的艰苦时刻：“每天面临的那种寒

冷与艰难，刺激到了我们的每一根神

经，让我们时刻记得，当年的志愿军战

士们，为了保护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忍

受了怎样的寒冷，接受了何等残酷的

挑战，我们是带着最大的敬意完成这

部电影的。”

《长津湖之水门桥》前作《长津湖》

曾于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长津

湖效应”的同时，凭借超过 57 亿的票

房成绩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新任票房冠

军，总观影人次高达 1.24亿。市场人

士预测，《长津湖之水门桥》“空降”春

节档，有望推高 2022 春节档整体票

房，创造新的档期纪录。

于冬表示，希望《长津湖之水门

桥》春节上映能够为疫情后的中国电

影打气，“春节档也是属于中国电影人

和电影观众的节日。2020 年的春节

档突遭疫情，全国影院被迫停业；2021
年的春节档，博纳跟全体主创一起，全

力投入到《长津湖》和《水门桥》的创作

和拍摄工作中，希望能打造一部史无

前例的巨制，来为中国电影打气。”

本报讯 即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

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

来》日前发布“喜气能量”口碑特辑，

并宣布周笔畅、PAPI 酱作为电影“热

爱推荐官”。上周末大电影在全国 20
城率先开启超前点映，并在北京顺利

举办“喜气开年·超前观影”活动。影

片还将在 22 日-23 日开启第二轮超

前点映。

电影发布的口碑特辑，记录了“热

爱推荐官”周笔畅和PAPI酱为电影送

上的真切祝福，同时还有超前观影现

场观众们的真实反应。看完电影的小

朋友分享着自己最喜欢的情节，称赞

灰太狼的精彩扣篮和懒羊羊的可爱走

光瞬间。大家在影厅不时被逗得哈哈

大笑，也为守护者队隔空欢呼，隔着屏

幕都能感受到现场的欢乐氛围。大朋

友则更多惊喜于电影对热爱、梦想的

诠释，以及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希望

通过电影让孩子“学习喜羊羊坚持的

精神”。现场便有小朋友表示看完电

影想重新练琴、再打篮球，重拾过去曾

放下的热爱，这或许就是一部电影的

意义。这里既有比赛的热血激情，也

有对亲情友情的深刻刻画，小朋友看

得开心，大人同样惊喜十足。

1 月 15 日，喜羊羊大电影在全

国 20 城率先开启 500 场超前点映，

获得不少亲子观众，还有从小看喜

羊羊长大的年轻观众好评。很多看

过电影的观众在社交平台纷纷表示

“喜羊羊出品必属精品”、“既有欢快

搞笑的片段，也有令你热血沸腾、紧

张的比赛场面”、“充满热情和正能

量的电影，看完非常感动”、“全场小

孩大人都在认真看，没有一个觉得

无聊提前离场的，甚至还在等彩

蛋”、“我的童年在我长大后同样让

我惊喜”……给予大电影毫不吝啬

的赞誉，部分非常喜欢电影的观众

已经去电影院完成了“二刷”，也有

表示大年初一再去看一遍。

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

出未来》由奥飞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

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浙江东

阳小宇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优酷信

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广东明星创

意动画有限公司、寰宇纵横世纪电影

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科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东阳小

宇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发行，将于

2022年大年初一全国上映。

（赵丽）

本报讯 春节档动画电影《小虎墩

大英雄》将于虎年大年初一正式上

映。影片插曲《骁》MV 日前正式上

线，传统民族乐器搭配意境深远的唱

词，铺展开一派气壮山河的国风江湖

景象，传神展现了片中小虎墩和杨总

镖头的千里送镖之行，以及他们无惧

艰险、勇往直前的热血豪气。

该片讲述了小虎墩追逐心中镖师

梦想的冒险成长故事。江湖路远，小

虎墩与杨总镖头千里迢迢送镖，一路

用脚步丈量了中国的壮美河山。此次

发布的插曲《骁》磅礴大气，国风词曲

与故事情节遥相呼应，无论风雪边关，

还是“漠北万丈孤烟长河落日圆”，皆

让人感受到虎墩师徒的艰苦跋涉，并

跟着小虎墩从晋中到西北，从崇山峻

岭到戈壁沙漠，一睹沿途的壮阔风光，

一叹“天地间，江湖远”。

歌曲中所传达出的无所畏惧的骁

勇精神，与小虎墩排除万难勇敢追梦

的举动极为契合。片中台词“忠义护

镖，使命必达”绝非口号，而是小虎墩

对镖师责任感的理解，更在他与江湖

恶势力的热血战斗中给予他坚定的力

量。

影片由深圳市元人动画有限公

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杜思梦）

《喜羊羊与灰太狼》大电影发口碑特辑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发“口技达人”版短预告

春节档动画《小虎墩大英雄》发“国风范儿”插曲

电影《极地追击》首映

成龙：中国动作电影靠年轻人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带领观众沉浸矩阵世界

本报讯 近日，现实题材电影

《您好，北京》宣布定档 4 月 30 日，

同时发布“追梦人”版定档海报。

影片由曹茜茜担任导演、总监制，

安泽豪、刘犇、李斐然、海一天、果

靖 霖 、张 晞 临 主 演 ，徐 峥 特 别 出

演。故事讲述了三个小人物在北

京这座城市中，挣扎奋斗、向阳而

生的都市寓言。

在“追梦人”海报中，主演阵容

曝光，安泽豪、徐峥、海一天、果靖

霖、张晞临等演员亮相，更有刘犇、

李斐然、洪佳宁等新生力量强势加

盟，共同演绎现代北京北漂一族正

在经历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

（花花）

《您好，北京》发预告定档4月30日

李治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