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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集团、东方影

业出品，甄子丹主演的动作电影《叶问

4》近日在香港“叶问馆”举行了一场特

别的发布会，作为《叶问》系列的完结

篇，发布会不仅邀请到了前三部的多

位重要演员出席，更曝光了一支《叶问

4》的先导预告和海报。

这是电影的第一支预告，虽然只

有短短 1分钟，但信息量十分大，不仅

混剪了前三部的经典动作戏，掀起了

无数回忆杀，更曝光了《叶问4》的打斗

场面，一幕幕超燃打戏，看得人热血沸

腾。据悉，这一次甄子丹将打进美国

海军陆战队，用正宗的咏春，向世界证

明中国功夫。随预告一同发布的还有

一张先导海报，甄子丹摆出经典咏春

手势，似乎对这最后一场战役蓄势待

发，令人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布会在斥

巨资打造的“叶问馆”举办，不仅还原

了叶家大宅，更展出《叶问》系列中多

个经典场景，现场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幕，主创们彻底打开话匣子，畅聊自己

和叶问的十年情缘。电影灵魂人物甄

子丹回想这一路，更忍不住感慨，“作

为演员，很感恩能陪伴《叶问》走过十

年。”

据悉，此次《叶问4》除了主演甄子

丹，导演叶伟信和监制黄百鸣也双双

回归，更有《叶问》系列原班班底保驾

护航，为叶问的传奇一生书写结局。

（木夕）

本报讯 3 月 18 日，寰亚电影于

香港国际影视展举行年度发布会，在

寰亚传媒集团主席林建岳的率领下

为 2019 年的寰亚电影盛世揭开序

幕，现场展示了多部电影制作项目。

首先为发布会打响头炮的是，获

选为第 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电

影的《沉默的证人》，影片的主创团队

集结世界各地顶尖电影人，由郑剑锋

监制，并邀请到《虎胆龙威 2》导演雷

尼·哈林操刀执导。

除了好莱坞名导，寰亚电影也开

拓与亚洲各地的资深导演合作。跨

地域合作影片《闻烟》改编自中国作

家辛酉的同名小说集《闻烟》，由日藉

导演泷田洋二郎执导，内地演员韩

庚、张国立及许晴主演。

将于第三季度上映的影片《花椒

之味》由许鞍华、朱嘉懿监制，麦曦茵

执导并担任编剧，郑秀文、赖雅妍、李

晓峰领衔主演，影片改编自张小娴畅

销小说《我的爱如此麻辣》。《我们永

不言弃》由周显扬监制执导，杜致朗

监制及编剧，本片也是主演韩庚与周

显扬的第三次合作，共同打造的一部

拳击题材电影。

爱情喜剧《阿索的故事》由擅于

捕捉年轻人爱情观的叶念琛导演身

兼监、导、编，影片讲述一对情场败将

决意向前度报复的故事。

当天压轴登场的作品《麦路人》由

郑保瑞监制、新晋导演黄庆勋执导，以

社会话题为题材，由一众实力派演员

担纲演出，包括郭富城、杨千嬅、万梓

良、张达明等等。影片讲述来自不同

背景的陌路人，在快餐店内宿宵相遇，

同舟共济，互相扶持，于彷徨中活出温

暖，故事发人深省。 （影子）

本报讯 3 月 15 日，动画电影

《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在北京举

办了“扬帆起航”全国首映礼。导

演张立衍，出品人杨硕，配音演员

杨光普照、张琦、小温暖、曹旭鹏、

李侠，配音导演郭政建等嘉宾应

邀出席，并在观影后与观众们进

行了互动交流。

该片由张立衍执导，讲述了

在民风淳朴的渔村中，少年满江

勇斗寻宝奸商马老爷，和朋友们

一起快乐成长的故事。现场不少

大朋友表示这部影片让自己想起

小时候的经典动画记忆，是一部

“回忆杀”影片。同时，满江与巨

龟的友谊令现场很多小朋友感动

落泪，满江勇敢正直的一面也让

家长们深受启发。该片已于 3 月

16 日全国公映。

《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体现

的是一个既与孩子息息相关、又

能触动家长的主题。其核心是孩

子的成长与陪伴，同时也涵盖友

爱、善良和勇气。满江为了保护

家人和朋友勇敢突破自己，他身

上的冒险精神也令在场的家长备

受启发。在看到最后海战时，有

小朋友为巨龟和满江相互牺牲自

己以保护对方的行为感动不已，

也跟着片中的角色哭了起来。

与一般动画长片不同，电影

《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力求打造

“最中国”的原创动画。影片从角

色灵感取材到视觉效果展现，一

路秉持中国文化元素的相互融

合。今年距离 1958 年中国第一部

剪纸动画《猪八戒吃西瓜》的诞生

已经是第 61 个年头。作为一部致

敬老一辈动画人的剪纸动画长

片，《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将中

国传统的剪纸、皮影等元素运用

到影片当中。

电影《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

由南通天泰动画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启泰远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中共南通市港闸区委宣传

部、北京光影童年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北京天辰文化艺术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摄制，中国电影基金

会少年儿童电影发展专项基金特

别支持。

（赵丽）

本报讯《逆光飞翔》导演张荣

吉与监制陈宝旭再度联手，推出篮

球题材电影《下半场》。日前影片

预告片曝光。据悉，剧组通过海选

选出25位兼具身材、颜值和实力的

演员出演高中篮球队员，两位男主

角分别是曾出演《越界》、《六弄咖

啡馆》的范少勋以及《有五个姐姐

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的朱轩

洋，两人在片中饰演一对亲兄弟，

在球场上代表不同队伍。

影片讲述了曾相依为命的兄

弟俩，在一场街头斗牛赛被篮球队

教练发掘，人生就此改变。隔年，

两人在 HBL（高中篮球联赛）冠军

赛重逢。曾经一无所有、相依为命

的兄弟，一起踏上了梦想中的球

场，却是敌对的两方。 （影子）

本报讯 由张猛执导，周冬雨担任

出品人并特别出演、王锵领衔主演的

电影《阳台上》日前曝光“浪子心声”正

片片段。

作为张猛导演继《钢的琴》之后

的又一现实题材力作，《阳台上》讲述

了一个由拆迁引发的复仇和暗恋的

故事。新人演员王锵饰演的张英雄

原本想报拆迁主任陆志强的“杀父之

仇”，但却意外爱上了仇人的女儿陆

珊珊。在这个过程中，好友沈重扮演

了“亦父亦友”的角色。浸淫社会多

年的他，给“妈宝男”张英雄展示了光

怪陆离的刺激社会生活，两人同为底

层的同病相怜，又让他们共同对生活

怀揣着弱小又不现实的期待。

“浪子心声”正片片段中，张英雄

和沈重一起在“东方皇帝”废弃游轮

上，边喝着过期红酒边畅聊自己的梦

想。东北沪飘沈重的梦想带着匪气，

他想要像《上海滩》里的“大英雄”许文

强一样潇洒死在百乐门门口；而上海

人张英雄的梦想则简单很多，“有房、

有退休金、有老婆孩子，没事老酒咪

咪”。两人的梦想，一个建立在虚无缥

缈的想象上，一个则看似简单，但结合

“没钱没房”的现实又更难实现。在他

们身上，看到了很多现代普通年轻人

的影子：他们在一团迷雾的现状里生

存，挣扎着表达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电影《阳台上》由北京光线影业、

鑫影映画（北京）影业、上海乐不思蜀

影视、周冬雨影视文化传播新沂工作

室出品，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霍

尔果斯泰洋川禾文化传媒、名利场影

视文化传媒、北京耀鸿影视文化传媒

联合出品，已于3月15日登陆全国各

大院线。 （木夕）

本报讯 日前，移动电影院召开了

媒体座谈会。会上，移动电影院 CEO
高群耀分享了青岛第二届“我陪爸妈

看电影”文化惠民活动中分区、分众发

行新模式落地的成功经验，并对移动

电影院即将问世的V2.0全新版本进行

前瞻介绍。

青岛市文广新局主办的第二届

“我陪爸妈看电影”文化惠民活动于 2
月 28日圆满落幕，移动电影院作为本

次活动的线上展映平台，于 2019 年 1
月 11日至 2月 28日期间，为全体青岛

市民带去了优质、丰富的电影内容。

本届文化惠民活动通过移动电影

院，920万青岛市民可使用手机在特定

活动期间观看“特供”此地区的优质电

影作品。移动电影院青岛活动专区共

计展映 26部优秀影片，专区 50余万张

电影票被市民领取，累计超过130万市

民朋友为“电影之都”青岛点赞加油。

此外，青岛市李沧区教体局于寒假期

间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开展有奖观影、

征文活动，共计15000余名中小学生参

与活动，家长们纷纷感谢移动电影院

为孩子们提供精彩的儿童影片，让他

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寒假时光。

据悉，移动电影院在青岛实现了

中国电影分区、分众发行的首次创新

性落地尝试。纪录电影《三变 山变》以

改革开放 40年为大背景，记录了在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

化，将这样一部影片优先带到中国改

革创新的前沿阵地——青岛进行提前

放映，引发青岛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

探讨和学习，并通过移动电影院进一

步推广到千家万户，是优质主旋律影

片落地青岛分区发行的重要案例；《你

幸福我快乐》、《鹰笛·雪莲》、《魔幻魅

力》是教育部、中宣部向全国中小学生

推荐的优秀影片，移动电影院面向青

岛全体青少年进行推送和展映，并在

李沧区开展观影征文活动，全力助推

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是分众发行的重

要尝试。

移动电影院是中国电影放映领域

的创新尝试，是“互联网+电影”模式的

创新产品，有别于电影新媒体播放模

式，系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

及其可控制的其他设备作为放映设

备，向观众公映已取得《电影公映许可

证》且处于公映期内的电影，单次收费

单次放映，票房收入计入中国电影票

房。

移动电影院搭载移动端平台，瞄

准增量市场，用“分区发行”、“分众发

行”的方式，消除实体影院盲区，实现

观影人群全覆盖，将传统的“一对多的

大广播模式”变为“一对一的电影放映

模式”，帮助用户实现随时随地、随心

随欲的观影体验。高群耀介绍，移动

电影院针对进入海外主流院线的中国

影片“数量少、票房低”等现象，为中国

优质电影内容制定了“出海”计划，成

功落地意大利和西班牙，2019 年移动

电影院还将落地北美、韩国等地区。

另外，移动电影院将对出海电影进行

英语及当地语言的译配，使出海电影

不仅触达海外华人，更传播至海外当

地人群。移动电影院将“引进来”和

“走出去”结合，在移动端为全球电影

观众呈现优质电影内容，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

2019年5月9日，移动电影院将在

一周年之际，发布全新V2.0版本，致力

于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观影体验以及

更多的“观影+社交”可能。

移动电影院V2.0版本主打沉浸式

观影体验，为用户带来纯正电影感受，

搭建前所未见的观影新时空；同时，在

移动电影院的全新版本中，用户可以

和趣味相投的人边看边聊，打破时空

壁垒，完成异地实时“观影+社交”。此

外，为了突出移动电影院的强互动、强

社交功能，V2.0 版本将基于优质原创

内容打造垂直类电影社交阵地，为用

户提供更多元的个性化选择。

未来已来，创影新生。移动电影

院将继续致力于为中国电影市场做增

量，并为全球电影观众持续带去更为

优质的电影内容，为用户实现更多观

影可能。

◎ 映画

《地久天长》

年轻的刘耀军和沈英明两家人本

是挚友，常在一起跳舞打牌，两家孩子

刘星和沈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然而

在郊外嬉戏中，耀军的儿子刘星意外

身亡，此事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

运。刘家夫妇离开家乡躲到福建的渔

村，领养的小孩无法融入家庭。沈家

夫妻仕途通达，却因当年的意外另有

隐情，生活一直未得安宁。多年后，容

颜已老的他们再次相聚，隐藏的真相

终将揭开。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剧情

导演：王小帅

编剧：阿美/王小帅

主演：王景春/咏梅/齐溪/王源/杜江

出品方：冬春影业/和和影业/博

纳/风山渐/春凡艺术/正夫影业/万年

影业/万年奈思

发行方：博纳影视/华夏

《老师·好》

以苗宛秋老师为核心人物，聚焦

苗老师与学生们的“斗智斗勇”的有趣

故事，再现八十年代的师生百态及纯

真情感。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喜剧

导演：张栾

编剧：张栾/徐伟

主演：于谦/汤梦佳/王广源/秦鸣悦

出品方：普照影业/耳东影业/猫眼

微影文化/建信影视/墨客行影业/万达

影视

发行方：耳东影业/猫眼微影文化

《318号公路》

两个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女孩，带

着自己的过去相遇在 318 号公路，一

起骑行、各自找寻、重新迷失、又再次

自我救赎。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聂运兴

编剧：聂运兴

主演：岳辛/德姬/孙一明/夏诺·扎

西敦珠

出品方：福星全亚文化/宝行文化/

风雨文化/飞科星腾/鑫岩文化

发行方：宝行影业

《爱无痕》

讲述了公安战线基层派出所民警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精神风貌，在最普通岗位上书写

英雄凯歌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19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大圣/康亮

主演：何云龙

出品方：五洲联盟影业

发行方：德信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夜伴歌声》

午夜别墅，传来一个死去女孩的

歌声。一连串心惊胆寒的离奇事件接

踵而至，难道只是因为死去女孩的男

友找了新女友，遭致女鬼缠身？！躲不

过的凶险与惊悚，最终汇集在一间神

秘的地下室，血光与尖叫中，唱歌的女

鬼倏然现身……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惊悚

导演：陆诗雷

编剧：纪然

主演：梅俪儿/李泽宇/曹鹤夕/张

亚奇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波西米亚狂想曲》（英）

弗雷迪·默丘里成名前在机场做

行李搬运工。有一天，默丘里毛遂自

荐加入杰·泰勒与布莱恩·梅的乐团，

恰巧当天原本的主唱辞职，默丘里用

自己横跨四个八度的超广音域说服两

人，从此开启皇后乐团的摇滚传奇。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音乐

导演：布莱恩·辛格

编剧：安东尼·麦卡滕/皮特·摩根

主演：拉米·马雷克/本·哈迪/约瑟

夫·梅泽罗/格威利姆·李

出品方：英国GK电影公司

发行方：华夏

《乐高大电影2》（美/丹麦）

艾米特和女友露西过着甜蜜的生

活。但是看似平静的表面其实暗藏阴

谋，神秘外星入侵者突然降临，艾米特

的世界再度危在旦夕。艾米特必须联

合一众好友，再次拯救世界。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动画

导演：迈克·米切尔

编剧：菲尔·罗德/克里斯托弗·米

勒/马修·福格尔

主演：克里斯·帕拉特/伊丽莎白·
班克斯/威尔·阿奈特

出品方：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丹麦乐高集团

发行方：中影/华夏

《篮球冠军》（西班牙）

西班牙大学生联盟的助理教练来

到一个由智力缺陷、唐氏综合征队员

组成的篮球队当教练，带领球员共同

拼搏赢得比赛。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喜剧

导演：哈维尔·费舍尔

编剧：大卫·马尔克斯/哈维尔·费舍尔

主演：哈维尔·古铁雷斯/雅典娜·
玛塔/胡安·马加略

出品方：西班牙彭德尔顿电影公司

发行方：华夏

《狂暴凶狮》（荷兰）

一只凶猛异常的狮子将阿姆斯特

丹变成狩猎场，残忍捕食人类，最终与

猎人正面交战。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冒险

导演：迪克·麦斯

编剧：迪克·麦斯

主演：索菲·范·德温/艾比·侯斯/

布里特·拉格尔

出品方：荷兰射星电影有限公司

发行方：中影

移动电影院分区发行落地青岛
“观影+社交”拓宽泛娱乐布局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的

海外发行，主要还是发一些比较重

点的华人区，像移动电影院，铺海外

渠道的话，会有一个区域限制吗？

高群耀：首先，移动电影院在北

美落地就是全方位落地；第二，移动

电影院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面向

海外华人，在移动电影院上演的电

影是在中国电影院线热映的新电

影，这些片子都进行了翻译，我们在

欧洲发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和英语

三个语种，翻译得很好，很到位。

在欧洲，我以为都是华人关注，

目前来看，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其

他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非华人也很

关注。我们目前推广的是中国内地

热映的新电影，主要的目标是面向

海外华人，像北美、多伦多、温哥华

的观影需求还是比较刚性，大家的

话题也多。我们会将合适的电影，

在合适的地方，送到华人手里。

《中国电影报》：我们已经有分

区、分众了，接下来对什么样的片子

考虑更精准或者更有地域性？

高群耀：一定的，这是我们产品

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随着数据库的

增加，这是势在必行的，比如西藏的

电影会在西藏自治区发行。将来会

个性化，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加，使得

你想看的电影到你那里，这种方式

随着产品的增加势在必行，使得电

影真的走进人们生活。

原来电影发行的盲区，今天移

动电影终于通过分区、分众等方式，

让观众更容易地看到想看的电影。

这有点像当年的移动放映队，放映

员开着拖拉机放电影。今天的移动

电影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当年移

动放映队的使命，青岛不就属于这

样吗？付钱的是政府，看电影的是

观众，它是一种社区行为所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观影形式。

我一直在说，对移动电影院的

需求很大程度来源于社区，这种需

求可以各种各样，男孩追女孩、同学

要聚一聚、妈妈想儿子了、党组要做

党建、工会要对员工发福利……这

样的需求不少，移动电影院创造了

这么一种工具，使得它可以通过电

影完成社交里各种各样的属性，满

足某种程度的需求。

◎ 对话移动电影院CEO高群耀：

电影《阳台上》发“浪子心声”正片片段 《江海渔童》举行全国首映礼

多元教育思维启发家长

《叶问4》发布先导预告

寰亚影业公布电影片单

张荣吉篮球题材新作《下半场》发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