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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

本报讯 近日，国庆档新片《万里

归途》在京举行首映礼。导演饶晓

志、监制郭帆与主演张译、王俊凯、殷

桃、成泰燊等亮相。

《万里归途》改编自真实事件，首

次揭秘中国外交官撤侨的幕后故

事。片中，努米亚共和国发生暴乱，

撤侨行动刻不容缓，张译饰演的外交

官宗大伟和王俊凯饰演的外交新人

成朗，逆行深入战区，营救由殷桃饰

演的白婳所带领的被困同胞。

主演张译对影片中角色的成长

性表示赞许。他认为，《万里归途》

中每个人物在撤侨路上都有改变，

宗大伟和成朗的改变相对明显。尽

管两人中间产生过多次矛盾，但到

影片末尾，两人彼此认同，“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战友感情，在撤侨路

上建立起来。”

主演王俊凯表示，作为新人外

交官，成朗最初将宗大伟视为崇拜

的前辈，到中期不理解其“不负责

任”的欺瞒，再到末尾理解宗大伟的

选择，“在他（成朗）自己来看，是最

完美的蜕变”。

为了更真实地还原画面，饶晓志

带领剧组翻阅了大量的撤侨报告文

学，基于真实情况编织故事，让电影

不仅可看性强，更充满打动人心的力

量。现场聊到这个题材最打动自己

的地方，饶晓志表示，“最打动我的，

是真实撤侨的外交官们，他们在生活

中是普通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儿

子，但职责要求他们冲在一线”。监

制郭帆也感慨道，“他们面对的真实

情况比电影中还要艰难，是普通人很

难理解的心境”。

（李霆钧 姬政鹏）

本报讯 跨越 1400 公里陆空接

力，挑战 8 小时生命奇迹。陈国辉导

演，李冰冰、冯绍峰领衔主演，黄晓

明友情出演的电影《平凡英雄》定档

9 月 30 日全国上映。该片是博纳影

业继《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后“英

雄系列”第三部。

影片主题曲《无名英雄》MV 也

于近日上线，歌曲由周笔畅深情献

声致敬生活中默默无闻的平凡人。

该曲由周笔畅演唱，平实中透

出希望，温暖中带着力量。正如它

所描绘的那些无名英雄，平凡中也

有伟大。这种质朴的光芒不禁令人

心中涌现出一股股暖流，让人感受

到世界的美好。歌词从“迷惘”到

“相信”，再到“成为英雄”，展现了片

中小男孩一家人从意外刚发生时的

迷茫无助到最后与众人“齐心走过

难关”的心路历程，充斥着满满的正

能量。

《无名英雄》MV 的开篇，许多素

不相识的平凡人为了小男孩举起担

架，开辟道路，保驾护航。这几段救

援时的真实录像，让观众把这些平

凡人的伟大身影尽收眼底。他们就

是歌词里所描绘的那一个个“无名

的英雄，平凡的英雄，坚持勇敢信念

带领着你我”。他们都是像你我一

样的平凡人，却能够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为小男孩伸出援手，化作

“黑夜里静静绽开”的一粒粒“微小

尘埃”，照亮着小男孩生存的希望。

就像这歌曲中唱的那样，“平凡的人

也能成为英雄”。

该片将于 9 月 30 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9 月 27 日，电影《搜救》

宣布定档国庆，锁定 10 月 3 日全国

上映。据悉，既是主演又是监制的

甄子丹此次携新片《搜救》半路闯入

国庆档，此次带来了一段“极寒绝

境”之中“舍身救子”的感人故事。

相比其他国庆档影片，《搜救》

定档虽晚但释放出的定档物料却

“来势汹汹”。片方发布了两款“夺

目”物料。定档海报上甄子丹以从

未有过的“惨伤”状态露脸，但累累

伤痕也掩盖不了他眼神的笃定，结

合海报上“舍身救子，以命换命”八

个字，不难看出《搜救》这部看似灾

难类型的商业片，藏着“父爱如山”

的感人故事。随着定档，《搜救》此

次发布了第二款预告片，这支 104 秒

预告片里，通过这款“来势汹汹”的

预告片，不难看出电影通过漫天暴

雪、高山雪崩、坠落冰湖、水底营救

等场景和情节，展现了甄子丹扮演

的父亲在丢子后“焦虑崩溃”的“破

碎感”和最后赴死一搏为家舍命的

“笃定感”，也足可见《搜救》定档国

庆的底气。

电影《搜救》由甄子丹领衔主演

并监制，罗志良编剧导演，韩雪、贾

冰、唐旭、侯天来、徐光宇、袁近辉、

蔡心、林辰涵、胡明等联袂主演。这

部影片全组在东北长白山极寒的雪

山、森林、冰湖环境下拍摄了两个冬

季，真实的自然环境结合现代科技，

让观众身临“绝境营救”其境。

该片由星皓影业出品，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公安部金盾影视

文化中心、山东文旅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省文化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江苏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新

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羚邦文化

创意（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杜思梦）

《搜救》

父亲阿德的过失导致 8 岁的儿

子不幸走失。黄金救援时间24小时

过去了，常规安全极限 48 小时也过

去了，孩子却仍未找到。即使希望

渺茫，搜救警察及雪域搜救队依然

不离不弃……

上映日期：10月3日

类型：剧情/灾难

编剧：罗志良

导演：罗志良

主演：甄子丹/韩雪/贾冰

出品方：星皓影业

发行方：江苏安石英纳

《我是霸王龙》

穿越 6500 万年前白垩纪晚期，

走进一个神秘五彩斑斓的恐龙新世

界，生动再现奇特而壮观的史前时

代，一段关于陆地最强王者霸王龙

惊险刺激的冒险即将呈现……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奇幻

编剧：牛琳涛/王玉玉/岳熙茗

导演：尚铭/思琳

出品方：莳梦影业

发行方：影时空文化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

我的外星朋友》

拥有航天梦想的大头儿子，通

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一位特别的

“外星朋友”相识。大头儿子与棉花

糖妹妹组队参与小小航天员计划，

共同挑战四个关卡的航天任务……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喜剧/动画

编剧：刘可欣/叶琳

导演：何澄/刘可欣

出品方：央视动漫集团/天津猫

眼微影等

发行方：天津猫眼微影/万达影

视/中影股份

《新灰姑娘2》

为了帮助王子艾利克斯解开

魔咒，灰姑娘艾拉带着魔法师莉

莉，以及沃尔特和曼尼两只老鼠朋

友再度出发寻找生命宝石，但朋友

莉莉却在冒险中为了保护艾拉而

牺牲，拿回生命宝石的艾拉面临着

一个选择，究竟是帮助王子，还是救

回朋友？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奇幻

导演：爱丽丝·布莱哈特

出品方：广州金川文化/广东闪

耀动漫等

发行方：北京耀影电影/国影纵

横/聚合影联

本报讯 动画电影《我是霸王

龙》宣布定档 10 月 1 日全国上映，

影片同时曝光先导海报。电影采

用了大量电脑特效，逼真地再现了

距今 6500 万年前恐龙世界，将以

2D、3D 多个版本即将在全国影院

上映。

电影《我是霸王龙》讲述了曾

经生活在大陆上的霸主“霸王龙”

的故事。制片方介绍，为了逼真还

原“霸王龙”曾经生存白垩纪的环

境，向观众最大限度地精准复原恐

龙的原始真身，制作团队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进行研究，以准确的建

模、精致的雕刻与绘画为基础，研

究恐龙的基本尺寸、肌肉定义、规

模、重量、运动轨迹以及其他各种

细节，并通过 CG 制作技术制作几

十种栩栩如生的恐龙，此外，制作

团队通过利用真实的恐龙骨骼进

行了肌肉模拟，力求真实还原恐龙

的动作形态，据悉，影片中每一只

都是参照记载真实还原，高度逼真

的制作技术向我们展示栩栩如生

的恐龙造型，极富质感的褶皱的皮

肤及片甲，乃至它们不经意间流露

出的眼神，正是在雄厚的技术支撑

下，远古巨兽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

开，把“白垩纪”生动地呈现在大众

眼前。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央视动漫集团精心打

造的“新大头儿子”系列第五部动

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5：我的外星朋友》宣布定档 10 月 1
日全国上映。影片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少儿频道、央视动漫集团、

猫眼 电影、万达影视、卡酷传媒联

合推出。

作为家喻户晓的国民亲子 IP，

“大头儿子”源源不断地传递着陪

伴成长的温暖力量。这一次，《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5：我的外星

朋友》融合硬核航天题材和欢乐温

情的家庭元素，以与众不同的方式

讲 述了一个中国式亲子故事。

影片延续了“新大头儿子”系列

电影暖心的基调，洋溢着感人至深

的亲情和友情，同时又聚焦新时代

父子关系，在欢乐的剧情中引人深

思。大头儿子第一次遭遇人际交往

困难，失去了身边伙伴的支持，想

要继续太空探索之旅却寸步难行，

“ 无 所 不 能 ”的 小 头 爸 爸 也 很 苦

恼。大头儿子究竟如何完成自我

的成长和蜕变？小头爸爸用什么样

的新颖方式解决父子间的矛盾？影

片将为亲子观众奉上打开新时代

父子相处之道的密钥。

作为 2022 年度唯一航天题材动

画电影，影片将航天科技知识和航

天梦想巧妙融入妙趣横生的剧情

中，带领大小朋友们全方位领略太

空的浩瀚之美和中国航天的壮观成

就，激励孩子们生发对宇宙探索的

向 往，勇敢奔赴星辰大海。

片中巡天望眼镜、卫星、太空基

地、飞行器、载人火箭、太空站等技

术细节，都是来自我国航天史的 真

实借鉴，只等大小朋友们国庆假期

来影院一饱眼福。 （杜思梦）

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撤侨题材电影《万里归途》在京首映

《平凡英雄》主题曲MV上线

甄子丹领衔主演并监制《搜救》定档国庆

大电影《新大头儿子5》国庆上映

动画电影《我是霸王龙》10月1日全国上映

本报讯 9 月 27 日，国庆档电影

《钢铁意志》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

片改编自真实历史，展现了新中国第

一炉铁水诞生的历史过程。电影中，

新中国解放、建设和抗美援朝对钢铁

的需求日益紧迫，刘烨饰演的战斗英

雄化身钢铁战士，与韩雪饰演的工程

师孙雪飞、林永健饰演的劳动模范孟

泰以及张国强饰演的总经理程时勋，

共同攻坚克难，以钢铁般的意志突破

了帝国主义的“卡脖子”，迅速恢复生

产，支援抗美援朝。

走出影厅，观众对这部电影评价

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扎实”。扎实的

故事，扎实的表演让观众印象深刻。

导演宁海强介绍说，整个剧组前后六

次去鞍钢、本钢体验生活。影片将取

景地定在辽宁本溪湖钢铁工业遗址

群，从一页设计草纸、一个小零件到

用什么样的搪瓷茶缸喝水、什么样的

毛巾擦汗，每一个道具、每一个细节

都极其用心。

宁海强也盛赞《钢铁意志》的置

景，他表示自己看到置景现场的第一

眼，就深深被震撼到了。“我感觉我的

心脏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这就是咱们

国家钢铁事业最初的样子，质朴而充

满了力量。面对真实的故事、真实的

场景、真实的人，我们要拿出百分之

百的真诚来创作。”宁海强说。

此次出演赵铁池，是东北人刘烨

首次在电影中饰演东北人。刘烨笑

说原本以为这次回家乡拍戏，应该挺

舒服的，但在8月份，盛夏的钢铁厂里

还原严冬的戏份，确实是个不小的挑

战。“我们在现场都不敢相互靠的太

近，一走近，身上那大棉袄子直散味

儿”，刘烨在首映现场打趣说。

韩雪在影片中饰演的是工程师

孙雪飞。她说，“孙雪飞是那个年代

下女性的一个缩影，她们对另一半的

选择是充满了信仰力量的，战斗中的

爱情含蓄的，但是弥足珍贵。”

谈及和刘烨的首次搭档，韩雪觉

得这次合作特别像现实中两人的关

系，相识已久、合作默契；刘烨也表

示，韩雪与戏中孙雪飞的角色非常贴

合，都有那股子对未知的勇气，二者

都很坚定地作出人生的重要抉择。

该片将于 9 月 30 日在全国院线

上映。 （李佳蕾）

本报讯 近日，由张栾执导，马丽、

常远、魏翔领衔主演，贾冰、黄允桐、

韩彦博、张一鸣、郝鹏飞、李一宁、李

桃夭夭、刘语乔、张佳雯、吕宁主演的

电影《哥，你好》宣布影片密钥延期至

10月29日，并发布了“整活儿迎国庆”

特别视频及海报。

特别视频中，南河子一厂为了庆

祝国庆，举办了欢乐满满的文艺汇

演，场面激烈到堪比一场“比武大

会”。大六（马丽 饰）、小伍（常远

饰）、老伍（魏翔 饰）等人各凭本事、轮

番上阵，霹雳舞、魔术、小品、相声等

表演样样都有。其中，在小伍的魔术

表演环节，面对着颠覆常识的穿越式

上菜，强哥（贾冰 饰）一边手抖举杯一

边说出：“能不能给来个素的？”滑稽

的反应令人大笑不止。

海报中，马丽眼神坚定、手握电焊

钳弓步站立；常远怀抱记录着“父母爱

情”的笔记本，双眼满是憧憬；魏翔饱含

真情地拿着戒指，单腿跪地；贾冰则困

惑挠头，一脸的不解。几位主演神情各

异，不仅令影片的独特喜感扑面而来，

同时也将海报的故事感瞬间“拉满”。

影片所展示出的喜剧力量及其

欢乐闹笑的氛围深深吸引着观众，

让不少网友表示要在国庆期间带着

家人一起前去观看：“电影《哥，你

好》告诉大家，这就是中国式的表

达，结实又有力量。国庆长假，我要

带先生、儿子和自己父母一起进电

影院看《哥，你好》。希望我们在影院

时肆无忌惮、笑出眼泪，走出影院时

也可以发自内心地感恩生活中的每

一份平凡。” （影子）

《钢铁意志》首映获赞“扎实”

《哥，你好》密钥延期至10月29日

马丽常远魏翔“文艺汇演”逗乐开演

王俊凯（左）、张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