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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新片

《毒舌律师》

讲述了黄子华饰演的律师林凉

水，为维护深陷虐女冤案的单亲妈

妈，向权贵发起捍卫法律尊严之战的

故事。

上映日期：2月24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吴炜伦/林伟文

导演：吴炜伦

主演：黄子华/谢君豪/王丹妮

出品方：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

司/万诱引力乙有限公司

发行方：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

限公司

《会考试的猛犸象》

聚焦于“高考”这一全社会关注

的问题，以此为引线，以猛犸象作为

青春野性与困境冲撞的象征，呈现出

一个包裹在如梦似幻的青春里，极具

现实共鸣与广阔思考的故事。

上映日期：2月24日

类型：剧情/青春

编剧：王念一

导演：王念一

主演：邓恩熙/许淇杰

出品方：浙江南派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宝橙影业（杭州）有限公司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

用一种近乎真实记录的方式，讲

述了一个家庭逐渐走向失控的故

事。影片的切入点是男主角彼得。

前妻凯特与儿子尼古拉斯的出现打

乱了彼得与新伴侣贝丝的生活。彼

得费尽心思照顾深陷抑郁情绪的尼

古拉斯，同时面临重重压力。随着家

庭矛盾逐渐激化，诸多过往心结也随

之涌现……

上映日期：2月24日

类型：剧情

编剧：克里斯托弗·汉普顿/佛罗

莱恩·泽勒

导演：佛罗莱恩·泽勒

主演：休·杰克曼/劳拉·邓恩/凡
妮莎·柯比/安东尼·霍普金斯

出品方：英国电视四台电影部/
英国精巧媒体

发行方：华夏电影/中影股份

《悟·空》

讲述了石猴孙小圣与金小鹏猎

妖为生，本过得风生水起，不想接下

猎妖榜上最高级别的天煞任务后，错

认天煞，挚友反目故事。

上映日期：2月24日

类型：古装/奇幻

导演：王栎昂

主演：王宁/王栎昂/刘书含

出品方：山东橙果影视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发行方：北京辣条屋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

《我不是葫芦瓢》

以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为题材，根

据真人真事为原型改编。影片在张

端树同志先进事迹基础上，通过艺术

化的创作，精彩讲述了发生在革命老

区的扶贫故事，生动塑造了新时代优

秀共产党员的先进典型形象。

上映日期：2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何文凉

主演：陈姗姗/姚居德/张鸿敬

出品方：石家庄瑞利影视文化传

播中心/上海尘墨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发行方：北京瑞麒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印式英语》（印度）

讲述印度一个不懂英语的普通

家庭主妇，在她的家人和整个社会面

前体会到严重的危机感的故事。

上映日期：2月24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高里·辛蒂

导演：高里·辛蒂

主演：希里黛玉/阿迪勒·侯赛因

出品方：印度爱神国际有限公司

发行方：中影股份

《拨浪鼓咚咚响》

货车司机苟仁和留守儿童毛豆

“不是冤家不聚头”，踏上为毛豆寻父

之旅，并渐渐情同父子。这对“半路

父子”，在寻人途中上演了一幕幕幽

默、苦涩而感人的故事。

上映日期：2月25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芦苇

导演：白志强

主演：惠王军/白泽泽

出品方：西安仟影艺术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发行方：大象点映（上海）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本报讯 日前，华语电影《毒舌律

师》在北京举行了“先‘毒’为快”首映

礼。导演吴炜伦、领衔主演谢君豪与

王丹妮亮相现场，在映后与现场观众

热烈互动，分享创作历程，诉说他们

趣味盎然的创作历程。经过首轮点

映与多场路演观影及北京首映礼大

规模观影，目前《毒舌律师》已在淘票

票点映开分 9.6，豆瓣评分也上涨至

8.1，品质内容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认

证。

北京首映礼活动现场，三位主创

分享揭秘了《毒舌律师》的幕后趣事，

相互逗乐的相处模式让观众感受到

了剧组的欢乐氛围。

导演吴炜伦表示，这部电影能获

得这么多观众的认可很开心。在他

看来，《毒舌律师》是“文戏武拍”。作

为多部经典动作片的编剧，他首次担

当导演，想要尝试以动作戏的方式拍

法庭上的文戏，于是尝试出了一种新

的创作风格。“主控官跟辩方大律师

在庭上的唇枪舌战，这种表现与动作

片的节奏相像”，这才造就片中无数

“火花四溅的金句飙戏”。

片中饰演主控律师金远山的谢

君豪表示，自己演这个角色感到特别

痛快。因为金远山除了是位口才一

绝的律师外，人物本身也充满复杂

性。谢君豪现场谈及接戏时的心路

历程：“看完剧本我就觉得，这个角色

非常有型，我很心动。”

王丹妮在片中饰演被告曾洁儿，

她表示，自己演这个角色成长迅猛。

在片场，王丹妮非常相信自己的直

觉，相信每个对手戏演员给她带来的

能量。对她而言，通过角色体验真实

的情感最重要。“最后一场庭审戏中，

黄子华、谢君豪老师的对白，每一句

都戳到我的心里。”正因此，王丹妮得

以在片中演出角色复杂的情感状态。

北京首映礼中，大量业内人士映

后发声力挺《毒舌律师》，对影片品质

赞不绝口。知名监制王红卫盛赞，

“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戏、一部有力

量的戏，值得新一批电影学子们虚心

学习”。导演杨超谈到自己被《毒舌

律师》燃到了，这样类型化操作精细

的电影很珍惜、很少见，是“我们大银

幕观影的意义”！

该片由江志强、何韵明监制，吴

炜伦执导，黄子华、谢君豪、王丹妮、

廖子妤、王敏德领衔主演，何启华、杨

偲泳、栢天男主演，林保怡、谷德昭特

别出演。由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万诱

引力乙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娱乐

传媒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出

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引进，安乐（北

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发行，将于2月

24日全国上映，燃爽好戏敬请期待。

（赵丽）

本报讯近日，电影《热烈》宣布定

档暑期并发布“滚烫青春”版海报。影

片由大鹏执导，陈祉希担任总制片人，

黄渤、王一博领街主演。海报背景明

艳飞扬，像恣意的青春、挥洒的热血！

两位主演黄渤、王一博搭肩大笑，笃定

的眼神里透露着希望的光芒。让观众

不禁对二人的故事充满期待。

《热烈》讲述了街舞老炮儿丁雷

（黄渤饰），偶遇心怀热爱、坚定追梦的

少年陈烁（王一博 饰），机缘巧合下陈

烁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街舞团——惊叹

号，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

烁碰撞出不同的火花，笑料不断。日

前发布的“滚烫青春”版海报中，两位

主演亲密搭肩的互动，引起网友对人

物关系的猜测和讨论，有网友更是用

“亦师亦友”来形容两个角色的状态。

海报背景绚丽又独特，属于夏天的炙

热气息扑面而来，燃情且热烈，光看海

报就能感受到青春洋溢。

资深“戏骨”黄渤与青年演员王一

博的新鲜搭配，引起了无数网友对电

影的期待。一位是曾经担任过七年街

舞教练的“老炮儿”，一位是新生代演

员，二人不同时代的青春“错位”碰撞，

也注定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该片由儒意影业（杭州）有限公

司、上海他城影业有限公司、上海淘

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瀚纳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出品；杭州中交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市汇文控股有限公司、优酷

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福建省中

视传播有限公司、浙江峰行天下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

限公司、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上

海有么字影业有限公司、补拙影视传

媒（内蒙古）有限公司、浙江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赵丽）

本报讯 由左志国编剧、执导，任

素汐、李晨领衔主演的冒险电影《荒

原》日前发布同名主题曲 MV。任素

汐以谱写“音乐人物小传”的形式包

揽词曲创作与演唱，歌曲既是她历经

艰难拍摄后的有感而发，也是她对电

影主题与角色情感的理解。

《荒原》主题曲MV还释出了更多

影片新画面，透露任素汐与李晨所饰

演角色丛林、丛来一同踏入荒原的目

的。两人途中遭遇沙暴侵袭，丛来意

外受伤，丛林不得不独自冒险求生、

寻找救援。MV 结尾任素汐一句“等

我回来”的台词，展现其不惜任何代

价也要走出荒原的决心和勇气。谈

及角色，任素汐表示：“丛林既坚韧又

令人心疼，看完电影我都很想抱抱

她。这部电影值得一看的原因是，无

论你怎么做都没她惨，所以你会更加

珍惜现在的生活。”

据悉《荒原》促成了任素汐和李

晨的首度合作，虽然全片大量戏份都

要靠任素汐一人完成，但李晨在看完

剧本后就答应出演。他表示：“丛来

这个角色是丛林自救过程的引路

人。女性冒险题材在国内比较少有，

但我相信这样的戏未来会很多。能

支持这样的好作品和好演员，戏份多

少都值得。”而谈及与李晨的对手戏，

任素汐也感慨：“晨哥那种表演我觉

得是岁月给的，是经历给的。他很相

信一个情境，他给我的东西是真的，

就会刺激出我的表演也是真实的。”

《荒原》将于3月3日全国上映，影

片由麦特影业（湖北）、北京捕影传奇、

北京林夕影业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

与黄蜂女：量子狂潮》已于2月17日起

在全国 IMAX 影院公映。IMAX 同日

在京举行媒体观影，媒体观众一同通

过 IMAX大银幕见证漫威电影宇宙全

新纪元第一战。电影由 IMAX特制拍

摄，特定镜头多出 26%的震撼，此种

“量身打造”令 IMAX影厅被视为充分

感受影片魅力的重要条件，同时，片中

展现的量子领域视觉奇观和酷炫升级

的超英动作场面也得到好评，“量子领

域大开眼界”、“复联级别的视效震撼

过瘾”等评语成为映后反馈的关键词。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是漫

威电影宇宙第五阶段的首发之作，也

是时隔三年重登内地 IMAX的首批漫

威电影之一，系列前两部作品也均以

鲜明特色在漫威电影宇宙中独树一

帜。观影结束后，来自媒体观众的第

一手反馈新鲜出炉。现场一致认为，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是开年以

来值得一观的好莱坞大片，尤其适合

在 IMAX观影环境中感受，IMAX特制

拍摄所呈现的更多画幅，不仅视效更

为恢弘，更能巨细靡遗呈现量子领域

的种种细节，令人眼花缭乱。

耳目一新的视觉奇观和精彩纷呈

的动作场面也成为影片普遍受到认可

的亮点。在海量奇幻科幻大电影中，

电影人的想象抵达了宇宙空间的每一

角落，而“蚁人”系列则另辟蹊径，将视

角从极致之“大”转向极致之“小”，探

索量子领域的奇观秘境。在前两部的

表现之后，《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

将量子空间浓墨重彩地加以展现，光

怪陆离的秘境世界让观众啧啧称奇，

流连忘返：“IMAX影院看蚁人的量子

微观世界超乎想象，肉眼无法观测的

世界下隐藏着巨大力量”“作为资深漫

威影迷，动作场面一直是漫威电影里

让人放心的环节，《蚁人与黄蜂女：量

子狂潮》不负期待。” （影子）

本报讯 由青年导演王晶执导，贾

樟柯监制，白客、苗苗、张颂文领衔主演，

宋洋特别出演，王奕权、周野芒主演，秦

海璐、胡天渝友情出演的现实题材电影

《不止不休》近日发布定档海报与预告

片，正式宣布将于3月24日全国上映。

《不止不休》讲述了纸媒为王的时

代，一位涉世未深的报社实习记者韩

东（白客 饰）试图通过一篇新闻报道，

去改变一亿人的命运的故事。海报

中，冷暖色调交织，呈现出现实与理想

的碰撞，新人记者韩东充满迷茫、纠

结，资深记者黄江（张颂文 饰）则态度

坚定，新老记者的眼神对峙中透出复

杂情绪，似乎诉说着各自的坚持。身

后的报纸印刷机深度还原纸媒黄金时

代的氛围感，并见证着他们笔下的新

闻故事，履带之上充满光明与希望。

他们用笔触记录着时代洪流中的真实

故事，一起探寻新闻背后的真相。

预告片中，敲击的键盘揭开被掩

藏的真相，“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可怜，

就没有错”，“那有可能是我们错了”，

黄江愤怒扯掉韩东的记者证，双方各

执己见，都坚持着自己认为对的事

情。一句“咱们当记者的，改变不了什

么的”道出了记者们在面对现实时的

无奈。而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韩东

选择用满腔热血击破现实的无奈，“这

世上的事儿，有哪件是跟我们一点儿

关系都没有的呢？”来自内心深处的

反问掷地有声，直击人心。从新闻的

记录者到时代的参与者，理想与现实

的碰撞中，将角色的不甘与热血展现

得淋漓尽致。 （影子）

本报讯 由英国电视四台电影部

和英国精巧媒体出品，奥斯卡获奖电

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导演佛罗莱

恩·泽勒执导的最新力作《困在心绪里

的儿子》将于 2月 24日在全国艺联专

线上映，影片现已全面开启预售。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用一种近乎

真实记录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家庭逐

渐走向失控的故事。影片的切入点是

“狼叔”休·杰克曼饰演的男主角彼

得。前妻凯特与儿子尼古拉斯的出现

打乱了彼得与新伴侣贝丝的生活。彼

得费尽心思照顾深陷抑郁情绪的尼古

拉斯，同时面临重重压力。随着家庭

矛盾逐渐激化，诸多过往心结也随之

涌现……彼得能否走出困境、完成自

我救赎？

面对两个家庭的情感拉扯以及尤

其是自己长子的情绪困境，彼得和他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焦虑、崩溃的情

绪裹挟了。当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

情绪困扰中，于是，问题的源头，儿子

尼古拉斯的心理健康状况反而被忽视

了。“打开心门”特辑中，饰演凯特的劳

拉·邓恩坦言，在这个家庭悲剧中，所

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尼古拉斯真

正想要的是什么。无力的母亲认为儿

子需要的是父亲，于是将儿子送去与

离婚的前夫一起居住。然而，工作忙

碌且有了新生活的父亲，根本无暇去

对儿子感同身受。积聚的压抑、家庭

成员间的无效沟通，都推动着这个家

庭悲剧走向更崩溃的下一步。休·杰

克曼提到，影片旨在让观众去了解“在

一个经历心理健康危机的人身边是什

么处境”。在他看来，电影中的每个角

色都在试图解决问题，“他们总是希望

把事情做好，但总有无数冲突和障碍

阻挡在面前。”

导演佛罗莱恩·泽勒指出，“尼古

拉斯说父母离婚才是导致这一切的真

正原因，以至于所有人都内疚，都觉得

这是自己的错……而彼得始终没有找

到一把正确的钥匙去打开儿子的心

门。”电影通过演员们的精湛表演，将

这一家庭悲剧展现给观众，导演希望

透过分享特定角色的生活，让更多当

下家庭正视身边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以

及情感困境。 （杜思梦）

本报讯 2023 年即将全球献映的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日前发布奇

诺比奥角色海报，那双清澈无辜的小

眼睛谁看了不被萌翻？蘑菇王国面临

危机，奇诺比奥也将与马力欧、碧姬开

启一场冒险。

该片改编自任天堂发行的游戏

《超级马力欧兄弟》，由亚伦·霍瓦斯、

迈克尔·杰勒尼克执导，马修·福格尔

担任编剧，克里斯·帕拉特担任主要配

音，照明娱乐公司与任天堂共同制

作。 （杜思梦）

《毒舌律师》北京首映礼引业内激赞

《热烈》定档暑期上映
黄渤王一博新海报上演“贴肩杀”

任素汐李晨领衔《荒原》发同名主题曲MV

IMAX举办《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观影活动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
发布奇诺比奥角色海报

《不止不休》定档3月24日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预售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