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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

《郭富山》

影片取材于郭富山植树造林事

迹，以写实的笔法，勾勒了主人公艰

苦创业的艰难历程，用现实主义的创

作精神，反映了一系列在郭富山创业

过程中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

上映日期：2月28日

类型：剧情

编剧：杨晓文

导演：朱江华

主演：逯长恩

出品方：甘肃三军会师影视文化

发行方：旭日平安文化传媒

《断网》

郭富城饰演的程序专家意外陷

入一起网络金融犯罪的巨大阴谋中，

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与

黑白两道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暗网

对决……

上映日期：3月3日

类型：动作/罪案

编剧：吕冠南等

导演：黄庆勋

主演：郭富城/任达华/林家栋/谭
耀文

出品方：银都机构/寰亚电影等

发行方：联瑞影业

《不二兄弟》

母亲的偏心、女友的不理解，

让内心埋怨挣扎的文修感觉自己

被哥哥束缚。困顿的生活最终让

两人的矛盾爆发。以亲人的名义

互相捆绑住的他们，能否用爱照亮

彼此的生命？

上映日期：3月3日

类型：剧情/家庭

编剧：郭修篆

导演：郭修篆

主演：李茂/林哲熹/何泓姗

出品方：厦门满满额文化/佛山

雍腾文化等

发行方：华夏电影

《荒原》

三 十 岁 出 头 的 丛 林（任 素 汐

饰）如 何 也 想 不 到 ，与 哥 哥 丛 来

（李 晨 饰）的 又 一 次 戈 壁“ 寻 人

之 旅 ”，会 被 一 场 沙 暴 推 向 生 命

绝境。

上映日期：3月3日

类型：剧情/冒险

编剧：左志国

导演：左志国

主演：任素汐/李晨/周申/王静

出品方：麦特影业/捕影传奇文

化等

发行方：上狮文化

本报讯 近日，《超级马力欧兄

弟大电影》宣布中国内地定档，影片

将于 4 月 5 日登陆中国影院。

电影《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

是照明娱乐公司与任天堂共同制

作的动画电影，改编自任天堂发行

的游戏《超级马力欧兄弟》，由克里

斯·帕拉特为马力欧配音、安雅·泰

勒-乔伊为桃花公主配音。任天堂

将于 3 月 10 日举办大电影专场直

面会。

（杜思梦）

本报讯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

品的幻动作冒险大片《龙与地下城：侠

盗荣耀》发布“吓喜人”片段，侠盗小队

来到墓地复活丧尸，想要获得寻找宝物

的关键线索，不料却上演大型尬聊现

场，可谓喜感拉满。一段惊心动魄、笑

料频出的热血冒险即将启航，一场火花

四射、高能迭起的硬核对决正欲打响。

影片将于3月31日同步北美上映。

新发布的片段将紧张刺激与幽默

搞笑完美融合。冒险小队想要找回遗

失已久的宝物，当他们得知死去的亡

灵可能知道宝物下落时，便前往阴森

恐怖的墓地，并用法术复活丧尸。面

对每具丧尸，他们只能提问 5次，然而

吟游诗人埃德金（克里斯·派恩饰演）

却完全没搞懂“游戏”规则，“干脆利

落”地浪费了难得的机会，令人啼笑皆

非。而这段“墓地整活、跨服聊天”的

逗趣情节，也让人对影片中天马行空

的奇妙脑洞和狂戳笑点的喜剧元素充

满充满期待。

此外，从物料中不难看出，为完成

惊天劫案，吟游诗人、野蛮人、术士、圣

武士、德鲁伊五大职业英雄强势集结，

秀魔法，炫武器，各显神通，开启闯关

打怪模式。广阔无垠的雪原、戒备森

严的城堡、机关重重的迷宫、恶龙盘踞

的地穴……这一路冒险之旅仿佛在开

拓疆域，时刻充满着未知与凶险。此

外，残暴巨龙、花式怪兽，还有战力无

边的强大女巫，也将让侠盗小队陷入

一场场生死鏖战。他们究竟能否力克

劲敌拯救世界？一切静待大银幕揭

晓。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侯咏执导，刘烨、

胡军、文咏珊、王锵领衔主演的电影

《望道》定档 3 月 24 日并发布预告和

海报。

电影《望道》以《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译本译者陈望道为核心，将其与

挚友陈独秀、妻子蔡慕晖，以及众多

学生的一生娓娓道来，向观众展示了

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群有志者坚

守真理与信仰的热血故事。

提及“陈望道”这个名字，很多观

众并不熟悉，但其实他的贡献早已影

响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他翻译

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成为我

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传播者之一，

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陈望道

是中文修辞学的奠基人，创办了我国

第一个高校新闻系，是新中国成立后

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

此次发布的全新海报中陈望道

赫然伫立，即便脚下就是遭遇轰炸后

的废墟，纵使周遭满目疮痍，头顶的

阳光依然冲破层层迷雾普照大地，这

也是陈望道及其同路人在逆境之中

仍然胸怀信仰的真实写照。

刘烨表示，自己对陈望道身上两

种品质格外敬佩：“首先他是一个有

信仰的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这是一种很高贵的品质。第二就是

他爱憎分明，他平时是个特别庄重的

人，不苟言笑，但跟学生们在一起时

笑得特别灿烂，这是一种爱；对于一

些不公正，他也敢于去斗争，被叫做

‘红头火柴’。这令我非常钦佩。”

电影除了展现陈望道其人其事，

还汇集了超高国民度的实力演员、演

技优秀的影坛新秀、德高望重的演艺

前辈，将陈望道身边的友情、爱情、师

生情做了生动描摹。

电影《望道》由侯咏导演，贺子壮、

宋晋川、侯咏编剧，刘烨、胡军、文咏

珊、王锵领衔主演，吴晓亮、奚美娟特

别出演，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昌乐二中二七一教育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大鹏导演执导的电影

《保你平安》近日推出宣传曲《人间是

个好地方》MV。歌曲由彭飞作曲，李

聪作词，大鹏、李雪琴、王迅、王圣迪、

马丽、杨迪、潘斌龙、刘金山倾情献

唱，“声动”诠释“人间自有真情在”。

此次电影《保你平安》发布的宣传曲

《人间是个好地方》MV，一经上线就火

热传播，各位主演联合献唱，歌曲节

奏轻快，歌词温暖动人，歌声欢快美

妙，在欢乐疗愈的曲调中，感受到人

间最朴实却又最温暖的情义。

大鹏导演想传递的“人间自有真

情在”不单单只停留在银幕里，在2月

25日的哈尔滨路演首站现场，就有着

许多平凡人的暖心故事。导演大鹏，

编剧苏彪，总制片人陈祉希，以及演

员王圣迪、宋茜、老四齐聚一堂和现

场观众欢乐互动，将爱传递。路演现

场有不少粉丝深情表白宋茜，表示当

她为爱而努力时，也感受到她所传递

的温暖与希望。现场还出现了魏平

安的“同款绿头”，女孩特意带了绿帽

来抢麦，分享自己看完电影后感触满

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造谣一张

嘴”，在我们生活中也许就是因为这

许多“一张嘴”的谣言，却给他人带来

无尽的伤害，她认为《保你平安》特别

贴合现实，表示十分感谢大鹏导演为

我们带来这样温暖且有力量的故事。

2月 26日，导演大鹏，编剧苏彪，

制片人陈祉希与演员王圣迪、宋茜、

贾冰来到了导演大鹏的家乡——长

春。在长春站的路演现场，演员贾冰

一出场就引发尖叫不断，还有观众为

贾冰送上了专属AD钙奶。演员王圣

迪被不少观众夸赞“小小年纪，大大

潜力，代入感太强了”。编剧苏彪深

情“表白”现场观众，说能看到现场如

此火爆，他和所有主创们都感到十分

幸福。观众们热情的发言深深和主

创们共鸣，两方各自带着温暖和热诚

的交流，更让影片“幸福”的主旨不断

传递，不断流动。 （赵丽）

本报讯 由大鹏执导的电影《热烈》

发布“相信”版预告，黄渤与王一博师

徒间的互动又燃又暖，期待值拉满。

影片讲述了街舞老炮儿丁雷（黄渤

饰），遇到了心怀热爱、赤诚追梦的青

年舞者陈烁（王一博 饰），机缘巧合下

陈烁加入了丁雷经营的惊叹号街舞团。

“相信”版预告一经发布就引起热

议，网友纷纷表示超级期待有着“青岛

舞王”称号的黄渤，与王一博的“双BO
炸场”。预告片中，惊叹号街舞团教练

丁雷一句“你相信它，它就相信你”点醒

陈烁，使这个原本迷茫的少年在追梦的

路上有了新的方向。而王一博这次的角

色，也被网友夸赞“和陈烁适配度超高”，

一句“我没别的舞台”就能感受到这个为

了生活奔波的小伙子是多么珍惜这个来

之不易的舞台，梦想于他而言是无价

的。丁雷与陈烁他们相互给予对方力

量，同时也鼓励着无数追梦的人，不论遇

到怎样的对手和困难，要真诚的相信自

己，才是必杀技。

一边是现实和生活，一边是爱好和

梦想，陈烁把很多个打工现场变成自己

的小舞台，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舞台，当

梦想被生活重压拴在一尺之地，我们又

该如何？陈烁这份对梦想的坚持和执

著，又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不问出处，

热血奔赴”，让我们感受到不管生活怎

么为难你，也不要去折断梦想的翅膀，

去勇敢为热爱而拼，要相信，一切都有

可能发生。就像电影《热烈》中的陈

烁，即使遇到许多挫折也从不轻言放

弃，用一颗赤诚之心为梦想而战。

该片有望于2023年暑期上映。

（赵丽）

本报讯 日前，电影《毒舌律师》发

布“今日开庭”版海报。黄子华、谢君

豪、杨偲泳在片中饰演的林凉水、金

远山、方家军组成律师团，目光笃定

愤怒，向后回望听审席中的权贵家

族。而核心反派的起身，也象征着两

方的碰撞即将展开。正义与权贵剑

拔弩张，双方的斗争一触即发。

律师团身下硕大的“天冇眼”刻

字细节，以及法官席上空无一人的场

面，也预示着三位律师深陷于冤案当

中，“正义暂时缺席”的场面。“天冇

眼”就像谶语，看似苍天无眼、让人绝

望，实则引出电影潜台词“苍天无眼，

但人有眼”。追求公义的人，一定会

奋战到底。一场错综复杂的法庭大

戏拉开帷幕，案件能否热血翻转，让

人想要一探究竟！

《毒舌律师》讲述了一段“以毒攻

毒”的法庭对抗故事。黄子华一改昔

日大佬形象，化身司法界大律师林凉

水。他因为一个失误，导致被告曾洁

儿深陷冤案。面对只手遮天的权贵家

族，林凉水选择坚守初心，发起捍卫法

律尊严之战。他决心用庭辩和手段的

“毒”，对抗权势和不公的“毒”。

超前点映后，本片的品质内容赢

得了观众的好评认证，淘票票评分9.6、
豆瓣评分8.0、微博评分9.3分。不少观

众都提到，自己被影片的热血感和燃

爽感所感染，更被电影传达的公平理

念所打动。他们在社交平台纷纷表示

“大快人心，极具感染力”、“庄谐有度

地将故事保持在紧凑的节奏上”、“整

体观感就是爽，看完后能回味很久”、

“确实够燃，黄子华和谢君豪的唇枪舌

剑太精彩”、“法庭的大文戏都能被拍

得如此刺激，还能被逗得轻松一笑”、

“张力十足，搭配着演员们出色的台词

能力，让人看得畅快淋漓”。 （赵丽）

本报讯 2 月 27 日，由邓超、俞白

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

蔡宜达、丁冠森、孙浠伦、阿如那等领

衔主演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发布正片片段，孙俪用触动人心的演

技和饱满的情绪化身“最胆小的人”再

现体育人家属心路历程。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讲述在男

乒被“欧洲列强”碾压的上世纪 90 年

代初，留洋教练戴敏佳请缨回国，带领

新兵老将在天津向“列强”发起反击，

拯救男乒的故事。影片的最后一幕高

潮戏份聚焦在 1995 年天津世乒赛男

团决赛，由邓超饰演的教练戴敏佳带

领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丁冠森、孙

浠伦饰演的“男乒五虎”与瑞典队在决

赛上演巅峰之战。在“最胆小的人”正

片片段中，除了呈现比赛最后“制胜一

球”的跌宕起伏外，在片中饰演戴敏佳

妻子王盈的演员孙俪更是用大巧不工

的演技和真实饱满的情绪展现了体育

人家属在那一刻的心路历程。

作为 2023开年“最高燃热血的电

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一直没有

停止与年轻人的互动和交流，“0距离”

听取年轻观众最真实的声音，获得来

自“00后”最真实的鼓励与支持。《中国

乒乓之绝地反击》“青春见面会”校园

路演自2月22日、24日和25日马不停

蹄来到杭州、北京和天津，影片主创先

后走进浙江传媒学院、浙江警官职业

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浙江大学、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

央民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

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共 13 所院

校。

到场主创和同学们畅所欲言，收

获了彼此的真诚与热爱，每一场的氛

围都十分热烈，让这个春日持续“升

温”。同学们对影片表达了最大的喜

爱与力挺，也让主创们在现场分享了

许多“掏心窝”的话。导演邓超坦言：

“这个电影有非常多的波折，大家很多

时候都在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人生不是结果论。输赢不重要，去

享受，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热爱的东

西。”导演俞白眉也表示：“体育只是这

部电影的表面，我们背后更想讲的是

关于个人，每个人应该怎样面对自己

的一生，对人生来说，成功是昙花一

现，失败是常态，但我们怎样面对失

败？如何与失败作战？这是一生非常

重要的问题。”

影片特别出演吴京惊喜现身北京

和天津的活动现场，并分享了自己的

感受：“我是有着二十年专业体育生涯

的国家级运动员，这个电影是我最没

有去‘演’的一次，只要我站在那里就

能想到我之前的经历。能参加这部电

影我是三生有幸，《中国乒乓》是我看

过的最好看的一部中国体育电影。”

（影子）

电影《望道》定档3月24日

《保你平安》启动全国路演

大鹏新片《热烈》发布“相信”预告

《毒舌律师》发布上映海报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发正片片段

《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发布新片段“吓喜人”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
中国内地定档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