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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人间·喜剧》

平凡夫妻濮通和米粒因被公司拖

欠工资导致交不起房租；富二代杨小

伟不被亲爹宠爱，欠下巴爷一笔巨款

无处偿还。被钱逼到绝路的三人相

遇，索性上演了一出富二代绑架案，一

路认怂的夫妻变身假绑匪，“最穷富二

代”变身假人质。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喜剧

导演：孙周

编剧：曹鹏/耿弘明/孙周/张宗铅

主演：艾伦/王智/鲁诺/金士杰

出品方：万达影视/汉裕国际文化

发行方：五洲

《A测试之爱情大冒险》

神秘组织推出了一场关于“真爱”的

冒险旅行，精挑细选出六对年轻情侣，参

加此次最高级别“A”测试的活动。小乔

和小范是一对正处于暧昧期的姐弟恋情

侣，女生比男生大十岁，他们将作为领队

带大家一起完成此次测试。富二代王四

聪则因为青梅竹马恋人万倩的百般纠缠

决定参加，却在测试中阴错阳差与曾经

的“一夜情”分配到了一个房间……

上映日期：3月28日

类型：爱情

导演：马俪文

主演：薛之谦/于小彤/海陆/南笙

出品方：博纳影视

发行方：博纳润泽

《三重威胁之跨国大营救》

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变成犯罪集

团的目标，唯一能够保护他的就是两

个时运不佳的打手，还有第三个发誓

要向其他人报仇……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动作

导演：杰西·约翰逊

编剧：祖尔·奥拜恩/保罗·斯特海利

主演：陈虎/卢靖姗/托尼·贾/伊

科·乌艾斯

出品方：极光联盟/漫游谷信/方金

影视/鸣涧影业/侠道文化/列禾映画/

影时光文化/星宏影视

发行方：影时光文化

《似水流年》

讲述了关于“我”三个爸爸的故

事，“我”的三个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

他们是三兄弟，却又不是亲兄弟。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剧情

导演：郑君奇/李龙俊

编剧：路东

主演：胡琨/初俊辰/李云赫/杨了

出品方：东阳奇峰影业/嘉影文化/

长庚影视/女娲影视/阆怨文化/奇峰影

业/天映影视

发行方：优壹文化

《劫数难逃》

六年前女生宿舍的恶作剧事件，

使得女大学生王玥彤失足坠楼而亡。

恶作剧的主谋非但没有后悔，反而要

消灭更多的证据。六年后，这起“坠楼

事故”再次被提起时，更多的人陷进了

这起迷雾一样的案件中。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惊悚

导演：徐官祥/陈志峰

编剧：范昊

主演：刚小希/张玻溦/吴双

出品方：臻瀚影业/星野文化/百万

星光文化/点石光影

发行方：谷泰映画

《海市蜃楼》（西班牙）

25 年前一个风暴将至的夜晚，

小男孩尼克目睹了邻居杀妻的全过

程，被凶手发现的他在逃跑途中被

车撞死。尼克死去 25 年后，幸福的

已婚妇女维拉搬进了尼克住过的这

所房子。一场和 25 年前一样的风暴

让两段时空交错，惊醒的维拉发现

自己竟能与电视机里的尼克跨时空

对话。维拉透过电视机试图挽救这

个男孩的性命，却引发一系列连锁

反应——女儿消失、丈夫和身边的

人全都不再认识和相信自己。于

是，维拉只能在风暴消失前有限的

15 小时里，与唯一相信她的莱拉警

长解开所有谜团。

上映日期：3月28日

类型：科幻/悬疑

导演：奥里奥尔·保罗

编剧：拉拉·森迪姆/奥里奥尔·保罗

主演：阿德丽安娜·尤加特/哈维

尔·古铁雷斯/奇诺·达林/米格尔·费南

德斯

出品方：西班牙阿特瑞斯传媒电

影公司

发行方：中影

《小飞象》（美国）

一头叫做“Dumbo”的小象，打出

生就长了一对奇大无比的大耳朵，一

开始他饱受嘲笑，但后来在小老鼠等

朋友们的帮助下，学会了用这对大耳

朵飞翔，最终成为了马戏团里最闪耀

的明星。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奇幻

导演：蒂姆·波顿

编剧：伊伦·克鲁格

主演：伊娃·格林/科林·法瑞尔/迈

克尔·基顿

出品方：美国迪士尼影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

《精灵怪物：疯狂之旅》（德国）

维 西 本 一 家 人 由 于 缺 少 家 庭

快 乐 被 邪 恶 的 吸 血 鬼 德 古 拉 盯

上 ，随 后 一 家 人 便 被 女 巫 施 咒 变

为 科 学 怪 人 、木 乃 伊 、“ 狼 人 宝

宝”、“吸血鬼”等一群精灵怪物，

于是一场怪物家庭与德古拉的魔

幻冒险之旅即将开启。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动画

导演：霍尔格·塔佩

编剧：大卫·萨菲尔/卡塔里娜·容克

主演：艾米丽·沃森/詹森·艾萨克/

尼克·弗罗斯特

出品方：德国联合娱乐公司

发行方：华夏

《警告》（西班牙）

在某间加油站的便利商店，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凶杀案。在又

一次凶杀案发生之后，一位天才数

学家终于发现反转命运的秘密，竟

然藏在一串数字里。他依循神秘的

数字线索发掘真相，试图挽救下一

个受害者。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悬疑

导演：丹尼尔·卡尓帕索罗

编剧：克里斯·斯帕林/帕西·阿米

祖加

主演：劳尔·阿雷瓦洛/奥拉·加里

多/雨果·阿布斯

出品方：西班牙电影工厂制作公司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遇见你的我，梦到我的

你。”在小柯和老狼动听的歌声中，电

影《老师·好》“我们最好的时光”首映

发布会日前在京拉开帷幕。刚刚结束

了十五城路演的导演张栾，监制兼领

衔主演于谦，及主演汤梦佳、王广源、

秦鸣悦、徐子力、孙艺杨、徐紫茵、郝鹏

飞、郜玄铭集体现身发布会现场。当

天发布会以“南宿一中高三三班毕业

典礼”的形式展开，在 45 分钟的“上

课”时间里，主创带领全场观众一起回

到八十年代的南宿一中，感受那段最

美好的时光。

电影《老师·好》3 月 22 日正式上

映，自猫眼平台开分以来从9.2分一路

涨到9.4分。

电影《老师·好》由普照影业、耳东

影业、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喀什建

信影视传媒、墨客行影业、万达影视传

媒、横店影视出品，雪之梦（北京）影

业、北京万物有声文化传媒、骉马影

业、华影纵横影业、北京华山论剑影视

文化传媒、红珊瑚影视、北京云舒写教

育科技联合出品。 （杜思梦 姬政鹏）

本报讯《波西米亚狂想曲》中国

首映礼日前在北京举行。这部 2018
年全球票房奖项口碑“收割机”迎来了

一大波中国电影圈、音乐圈艺人的“朝

圣”。包括老狼、耿乐、刘惜君、陆宇

鹏、左小祖咒等中国艺人组团现身，为

这部“燃爆”热血的电影发声。值得一

提的是，3 月 23 日全国 100 场卡拉 OK
场《波西米亚狂想曲》集中开启，万名

观众走进影院，同步欣赏皇后乐队史

诗级的演出并同声合唱。

《波西米亚狂想曲》首映礼上，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负责人、中国电

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在致辞中表示：

“《波西米亚狂想曲》将在全国艺联

3100家加盟影院放映，这创下了艺联

专线放映规模的新纪录。影片在北

京、上海等 30 个省份 128 个城市开启

600场超前点映，这个点映场次数是全

国艺联迄今为止的最大规模。此外，

影片还将作为全国艺联音乐季放映的

揭幕之作，为热爱音乐和艺术电影的

观众开启音乐之旅。”

在首映礼的另一场粉丝专场放

映，开场前粉丝在影厅一展歌喉来表

达自己对皇后乐队的敬意。特别是影

片最后 20 分钟“拯救生命”大型摇滚

演唱会片段开始时，粉丝纷纷起立，挥

舞荧光棒倾情跟唱。当皇后乐队在演

唱会上唱起《We Will Rock You》的时

候，全场粉丝更是跟着节奏击掌、跺

脚，加入皇后乐队的合唱。

（木夕）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出品的最

新DC超级英雄电影《雷霆沙赞！》近

日举行中国首映礼，“沙赞本赞”扎

克瑞·莱维空降京城，与粉丝互动。

现场，这位“新晋英雄”还收到

一份特别礼物——为沙赞专门打造

中式丝绸闪电披风，扎克瑞身披全

新“战袍”竟还学起了猫王，耍宝功

力圈粉无数。影片海外媒体口碑解

禁，烂番茄开局 95%，创 DC 宇宙最

佳。电影将于 4 月 5 日同步北美在

中国内地上映。

发布会上，扎克瑞·莱维也不时

“耍宝”，逗得全场大笑，他会假装听

懂媒体的中文提问，一边大声赞叹

“哇哦！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一边

小声问主持人“他问的是什么”。扎

克瑞透露，沙赞也是有少年和硬汉截

然不同的两面，为了演好强壮“硬汉”

一面，“我吃了好久的鸡肉和西兰花，

可能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鸡肉和西

兰花都吃掉了吧！每周 6 天去健身

房，这个强度持续了4个月，如果算上

筹备时间那就得有一年半！”至于他

赋予沙赞的少年感，扎克瑞觉得自己

始终保有一颗“少年心”：“我一直都

很活泼、有想象力，到了片场之后，发

现和我搭档的小孩们个个都很好玩，

大家互相打闹、一起玩，瞬间就激发

出了我内心深处的少年心，很‘中二’

的那一面。”

至于电影中作为“天选之人”喜

获神力、加入 DC 超级英雄大家庭，

扎克瑞喜悦不已：“这绝对上天保佑

梦想成真！”可被问及若是选一位DC
英雄比拼的话会选谁，扎克瑞选了

不止一个“家庭成员”：“首先会选闪

电侠，会跟他比谁更快，因为我一直

记得超人和闪电侠有比拼过速度，

那个镜头太帅太爽了！不过，我也

想和超人比一比，一直梦想看到超

人和沙赞打斗的场景，没准超人还

会拍拍我的肩膀说：欢迎加入DC大

家庭！” （杜思梦 姬政鹏）

本报讯 即将于 3 月 28 日全国

上映的西班牙悬疑电影《海市蜃

楼》日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导

演奥里奥尔·保罗来华与影迷观

众近距离交流互动。导演忻钰坤

也在映后交流中来到现场，他表

示，“从悬疑片编剧出发，看到了

类型片的拓展和融合，在悬疑之

中还用到了时空反转、蝴蝶效应

等元素来加强情节递进、不断反

转，呈现效果特别好。”

领略过《看不见的客人》的层

层反转，保罗的新作《海市蜃楼》被

观众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便是烧

脑。在首映礼上，还有一位影迷献

上了亲手书写有“烧脑王”

的书法卷轴赠与保罗导

演，得知其含义的保罗表

示：“非常感谢中国观众的

认可，也希望有更多人能

走进影院观看这部作品”。

《看不见的客人》中，

在“剥洋葱式”地解谜后，

展现出了亲情这一震撼强

大 的 情 感 内 核 。 此 次 ，

“母爱”这一主题延续到

《海市蜃楼》中，寻找“失

踪 ”的 女 儿 不 仅 成 为 了

剧 情 的 强 大 推 动 力 ，不

少 情 节 的 设 置 也 都 将

“ 母 爱 ”升 华 。 对此，保

罗解释道“因为我喜欢坚

强的女性带来的那种力

量。”现场观众感叹：“片中

母亲的情感令人动容，不管未来多

么难测都要努力一试，一切都是源

自伟大的母爱。”在谈及女主的情

感选择时，忻钰坤导演则表示“本

片展开的是一场特殊的冒险，需要

在爱情、事业、家庭中做选择，是一

种很特殊的体验。”

《海市蜃楼》由奥里奥尔·保

罗导演执导，阿德丽安娜·尤加

特、哈维尔·古铁雷斯、奇诺·达林

等人领衔主演。目前，全国路演

正在火热进行中，影片预售已全

面开启，等待观众前往揭开时空

谜团。

（木夕 影子）

本报讯 由郭涛首执导筒并主

演，张子枫、姜潮、梅婷、范伟联袂出

演的悬疑电影《欲念游戏》近日曝光

了一支“无人可信”版预告，在环环相

扣的圈套中进一步展现出郭实所面

对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预告中，郭实通过超脑科技在回

忆与现实中穿梭，曾经的幸福美好如

今已支离破碎，身边至亲之人似乎都变

了副模样，特别是昔日携手创建商业帝

国的好兄弟老查，如今竟欲夺妻争

财。影片中，错综难料的剧情走向令

不少观众浮想联翩，一场由虚实视界所

引发的人性战争即将拉开帷幕。（影子）

电影《老师·好》首映
主创“喊话恩师”致敬最美好的时光

《波西米亚狂想曲》开启卡拉OK版万人合唱观影

《雷霆沙赞！》中国首映
“沙赞”扎克瑞：始终保有“少年心”

西班牙影片《海市蜃楼》首映
导演升级为“烧脑王”

◎ 资讯

本报讯 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

导，古天乐、郑嘉颖、林峯、林家栋、周秀

娜等人联袂出演，张智霖特别出演的犯

罪动作系列电影《反贪风暴4》将于4月
4日上映。近日，影片曝光了一支“困

兽之斗”版预告及横竖双款终极海报。

在“困兽之斗”终极海报中，古天

乐双手交叉抱胸似防御状态，面露阴

狠之色的林峯与握拳蓄势待发的林

家栋分立两侧，身着囚服的三人与旁

边西装革履的郑嘉颖、张智霖等人一

同身陷囹圄。庄重森严的监狱在冰

冷水泥墙和严密铁丝网包围下宛如

斗兽场，杀机暗藏危险四伏。（影子）

本报讯 由刘青云、尤靖茹、孔

维、林雪、潘粤明、周知等主演的浪漫

喜剧电影《我的宠物是大象》近日发

布“让爱回家”版定档海报和定档预

告，宣布4月12日全国上映。

《我的宠物是大象》讲述了一个

笑中带泪，富有诗意内涵的故事：老

齐，一个曾被生活捧上天，转而又被

按在地上摩擦的中年男人，是四头大

象的“爸爸”，是“全团的希望”。当梦

想遭遇迫降告急，当生活遭遇现实暴

击，他可以面目百变，口若悬河、身轻

如燕，他可以高洁如殉道者，也可以

卑微如逐利之徒；当面对生命无法承

受之重时，他选择“让爱回家”。

（影子）

本报讯 由崔斯韦执导，张震、倪

妮、廖凡、黄觉领衔主演，李光洁特别

出演，刘桦、张奕聪主演的电影《雪

暴》将于 4 月 26 日全国上映。日前，

片方发布一款黑白基调的“直视人

心”版人物海报。

电影《雪暴》的故事发生在一座

极北的边陲小镇，一伙穷凶极恶、作

案手法老到的悍匪为褫夺黄金，打

劫运金车，并借助大雪掩盖了所有

犯罪痕迹。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报仇

雪恨，警察王康浩暗地里搜集证据，

熟悉地形，终于在一场灾难级的暴

雪降临时，与谋财害命的悍匪发生

了正面对决。

（影子）

《欲念游戏》发“无人可信”版预告

《雪暴》发“直视人心”人物海报

《我的宠物是大象》定档4月12日

《反贪风暴4》发“困兽之斗”版预告
本报讯 由毕国智执导的电影

《在乎你》日前发布“女人心”导演

特辑。

相比于香港导演一贯比较擅长

的强调自我实现、成败输赢概念的男

性题材影片，毕国智却剑走偏锋地选

择拍摄了《在乎你》这样一部讲述女

性内心成长的作品。他表示，女性题

材会覆盖很多人性情感里面的矛盾，

探讨这个东西就会非常有趣。影片

的主题也非常丰富，涵盖了女性的成

长与救赎、欲望与冲动、选择与错过

等等，不是像很多男性题材电影那样

简单地展现好与坏，而是要深度挖掘

女性“很多方面、很多阶段的美”。

（影子）

本报讯 由法国经典动画电影

《小王子》制作团队全新打造的冒险

动画电影《虫林大作战》日前曝光“盗

蜜者”版角色海报。

在此次曝光的角色海报中，婀娜

多姿的黄蜂女王、高大魁梧的黄蜂守

卫、憨态可掬的飞蛾博士和威武雄壮

的飞蛾老爹霸气登场。“腿长腰细”的

黄蜂和身穿“貂皮大衣”的蛾子，一反

大众对害虫们的普遍印象，别出心裁

的形象设计十分吸引眼球。

据悉，该片将于4月13日正式登

陆大银幕。

（影子）

《虫林大作战》发“盗蜜者”角色海报

《在乎你》发布“女人心”导演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