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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管虎导演十年打造的电

影力作《八佰》日前宣布定档 7 月 5
日，进军暑期档。影片聚焦抗日战争

中日首次正面交锋——淞沪会战的

最后一役，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坚守

上海最后的防线，既是一首中华民族

弱乱之际的热血挽歌，也是一次震撼

心灵的历史回眸。为了重现这段历

史，导演管虎和众主创踏上了一场众

志成城的征途——十年准备，四年制

作，耗时一年半一比一实景还原……

身怀中国电影技术革新使命的影人

们，更完成了好莱坞之外，首次全片

IMAX摄影机拍摄的尝试。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的

导演，在《斗牛》、《杀生》、《老炮儿》等

作品中，管虎的视线始终关注着小人

物背后的大国民性探讨。选择《八

佰》故事之初，他也屡次强调，让更多

的人知道那场四百人为了四万万人

坚守的战斗是他的初衷。

酝酿筹备的十年间，管虎遍览史

料典籍走访亲历者，剧本反复打磨了

40稿。为最大限度还原这场有观众

的战争，达到曹郁口中“从一个窗户

就能看到对岸的一切”的效果，《八

佰》全片使用业内最顶尖的 ALEXA
IMAX摄影机拍摄，这也是非好莱坞

地区的首次尝试。在此之前，仅有罗

素兄弟执导的《复仇者联盟 3》和即

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4》使用同款

机型拍摄全片。

另悉，电影《八佰》由华谊兄弟、

北京七印象文化传媒出品，腾讯影

业、北京光线影业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李少红导演新作《妈

阁是座城》日前发布一组人物关系

海报，白百何与其“背后的三个男

人”黄觉、吴刚、耿乐各有故事。海

报上严歌苓的“金句”一针见血，成

为三段情事的最佳注脚。电影《妈

阁是座城》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

说，由芦苇、严歌苓、陈文强担任编

剧，讲述在澳门赌场以放债讨债为

生的“女叠码仔”梅晓鸥，与三个男

人跨越十年的爱恨纠葛。

此前影片发布的“戒不了”定

档海报中，白百何一张“有故事的

脸”特写相当吸睛。这次新海报曝

光，则让“女人背后的男人们”浮出

水面。海报中白百何与黄觉背对

彼此，却难掩关切的余光，似是刻

意保持距离又不禁心动；白百何与

吴刚并排而坐，但神色疏离，暧昧

中两人暗暗角力；白百何与耿乐相

顾无言，显然是感情已经穷途末

路。“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心里

有多不舍。”海报上严歌苓的“金

句”点透几人爱情。

片中，梅晓鸥身边的三个赌徒

身份性格迥异，但都是因赌“代价

惨重”。为了演好角色，演员们曾

进入赌场体验生活，观察真实赌客

的状态，片场还有专业老师指导动

作、手势。耿乐饰演的前夫卢晋桐

是典型“小赌徒”，为赌落得妻离子

散。据悉，拍摄时耿乐有“自砍手

指”的激烈戏份，爆发力十足让李

少红导演赞不绝口，然而这场强冲

击力的戏最后并未出现在正片中，

令人遗憾。

《妈阁是座城》由李少红执导，

荣信达文化、博纳影业、北京京西文

化旅游股份、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

媒、北京完美影视传媒、中影股份、

武汉福星文化、深圳新智慧星教育

发展、博纳影视娱乐联合出品，影片

将于 5月 17日全国公映。

（木夕）

本报讯 电影《大侦探皮卡丘》

日前在京举行“萌动全国”中国发

布会，导演罗伯·莱特曼、主演瑞

安·雷诺兹、贾斯提斯·史密斯、凯

瑟琳·纽顿及担任中文配音的雷佳

音悉数亮相。

发布会现场，导演罗伯·莱特

曼高能解密全球首部真人宝可梦

电影的创作过程。他表示：“当传

奇影业找到我们的时候，我觉得这

是一个挑战，将全球风靡的宝可梦

基于原作同名游戏改编，演绎成一

个更容易让观众理解的故事。所以

找来了全球顶尖制作班底，最终将

栩栩如生的宝可梦搬上大银幕。”

发布会还首度曝光一支“指尖

匠心”的送礼特辑。画面上，“刺绣

奇才”雷佳音神情专注地穿针引

线，寥寥数针，皮卡丘雏形初现，跃

然眼前！雷佳音表示这是为了欢

迎远道而来的主创，精心准备的一

份礼物。聊起两人因为大侦探皮

卡结下的奇妙缘分，瑞安·雷诺兹、

雷佳音纷纷表示不可思议，称之为

神奇的“皮卡皮卡效应”：两位姓名

中都有“雷”，还都为同一个角色配

音出演，与大侦探皮卡丘的雷电属

性完美契合。

电影《大侦探皮卡丘》改编自

任天堂 3DS 同名游戏，由美国传奇

影业、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联合出

品，将于 5 月 10 日以 2D、3D、中国

巨幕、IMAX3D、杜比影院、杜比全

景声、临境音以及 4D 制式全国上

映。

（木夕 林琳）

本报讯 由法国演员、编剧及导

演阿尔贝·杜邦泰尔执导并主演的

影片《天上再见》近日曝光中文版定

档预告及海报，宣布将于 4 月 30 日

登陆中国大银幕。

《天上再见》改编自法国犯罪小

说大师皮耶·勒梅特尔的同名小说，

该小说在法国被认为是史上最触动

人心的作品，获得了《时代周刊》、

《世界报》、《纽约时报》等世界级媒

体大力推荐，改编成电影后更是成

绩斐然，于 2018 年在有“欧洲奥斯

卡”之称的凯撒奖中共收获 13 项提

名，荣获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摄影、最佳服装、最佳布景五项

大奖。

该片于法国上映后，掀起全境

观影热潮，短短 28 天的时间，观看

人次即突破 150 万，票房达到 1200
万欧元。在国内知名评论网站豆

瓣，也有近一万名影迷打出 8.2分的

高分。

据悉，《天上再见》由中国电影

集团公司进口、华夏电影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长影集团译制片制

作有限责任公司译制、霍尔果斯众

合千澄影业有限公司协助推广。

（姬政鹏）

本报讯 由柴智屏监制，周彤、代

梦颖执导的青春题材影片《我的青春

都是你》宣布定档 6 月 21 日，“不分

手”版定档海报同步曝光。

《我的青春都是你》集结了因电

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少女代言

人”宋芸桦、“新一代国民校草”宋威

龙、林妍柔、黄俊捷等主演班底。讲

述了“元气少女”周林林与“小镇学

霸”方予可从懵懂天真的青梅竹马岁

月，到横冲直撞的大学青葱时光一路

相伴的甜蜜爱情故事。

《我的青春都是你》由“偶像教

母”柴智屏保驾护航，2001 年至今，

由她制作或出品的《流星花园》、《恶

魔在身边》、《转角遇到爱》等众多经

典偶像剧，成为一代人无可取代的

浪漫爱恋回忆。2011年其首次制作

的青春爱情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的女孩》，更获得当年的台湾年度

票房冠军。

该片由阿里巴巴影业、群星瑞智

国际娱乐、北京萌样影视、北京影行

天下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邓超、俞白眉执导

的电影《银河补习班》日前正式定

档 7 月 26 日。片方发布了影片的

定档预告、定档海报和剧照，让观

众认识了一对不寻常的父子。

《银河补习班》讲述了一对父

子跨越漫长时光，守护爱与亲情的

故事。邓超出演儿子马飞心中“最

了不起的爸爸”马皓文，父子两人

在温暖与泪水中一起成长的故事

充满吸引力。

首度曝光的一众实力派演员

阵容收获观众期待：邓超的演技一

直倍受认可，尤其擅长处理人物细

腻的情感，此次出演“不一样的爸

爸”也倾注了自己的生活感悟和教

育经验，他演绎的真挚父子情在片

场多次演哭众人。

人气演员白宇惊喜出演成年

马飞，航天员的角色设定将是一次

特别的挑战。俞白眉透露，“为了

更好塑造角色，白宇主动提前进

组，每天吊威亚训练十余小时，展

示了惊人的自制力和敬业精神”。

凭借《驴得水》、《无名之辈》展现惊

艳演技的任素汐，本次出演马皓文

性格泼辣的前妻馨予。邓超如此

评价任素汐：“素汐本人不是母亲，

却把角色诠释得异常到位，她是中

国最好的女演员之一”。

邓超坦言，想做一个父子主题

的电影很久了：“这是一部关于爱

的电影，当爸爸的经历让我获得了

很多能量，孩子们给我们一个重新

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

去爱。”俞白眉坦言，这部作品凝聚

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教育是家长和

孩子都需要学习的课题，父母和孩

子要学会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所有

问题。

电影《银河补习班》由邓超、俞

白眉执导，由天津橙子映像传媒有

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7 月 26 日全

国公映。 （木夕）

本报讯 爱情电影《如影随心》已

于上周五全国上映，首周票房近2000
万元。片方近日曝光了电影“是非对

错”版预告和海报，将“婚后遇见真爱”

这一话题抛出，启发观众对未来的爱

情和婚姻有更深刻的思考。

不同于传统爱情片中设定，电影

揭露了婚外情感这一主题，用真实的

故事反映了一个“婚后遇见真爱”的

社会问题。电影中，小提琴家陆松与

室内设计师文罂越陷越深，引发了两

个家庭的“虐恋”。

有影评人认为，《如影随心》揭露

了理想中的爱情和生活里的柴米油

盐失衡的普遍状态，以及对亲密关系

的理解缺失。有观众表示“影片题材

深刻，能引起年轻人反思爱情与婚

姻”，网友们则表示“《如影随人》让人

想到了《昼颜》，太真实”。

电影《如影随心》由霍建起执导，

陈晓、杜鹃、王嘉、马苏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真乐道文化、海润

影业出品，徐峥监制，杨子导演的

电影《宠爱》4 月 18 日正式开机，并

宣布定档今年贺岁档。这也是真

乐道与海润影业继《幕后玩家》之

后再次携手合作。

开机当天，电影曝光了一张手

绘版概念海报，作为一部爱情喜

剧，海报尽显电影的甜蜜气质，色

彩斑斓的画面中，许多小人站在宠

物的背上，或姿态亲密、或相伴而

行、或形影单只，似乎预示着宠物

将成为他们情感发展的神助攻，不

仅创意十足，浪漫的氛围更是扑面

而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电影邀

请到了好莱坞金牌动物团队，更有

国际巨星——《惊奇队长》中的噬

元兽咕咕加盟，献上华语片首秀，

虽然主演阵容还未公布，但宠物们

就如此专业大牌，让人十分惊喜。

近年来，徐峥与青年导演合

作，为观众带来了许多优秀的电影

作品。《幕后玩家》、《超时空同居》、

《我不是药神》三部类型迥异的电

影更是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

收，让“徐峥监制”成为电影品质的

保障。

此次与徐峥牵手的青年导演

杨子成绩也很亮眼，其导演的爱情

电影《喊·山》不仅入选釜山国际电

影节闭幕影片，更入围金马奖、香

港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电

影节等国内外数十个国际影展。

（木夕）

本报讯 由崔斯韦执导，张震、倪

妮、廖凡领衔主演，黄觉、刘桦、张奕

聪主演，李光洁特别出演的电影《雪

暴》将于4月30日正式登陆全国各大

院线，“雪战”五一档。

4 月 18 日，导演崔斯韦、主演张

震现身“极致选择 致敬守护者”全国

校园行厦门路演。电影全程实景拍

摄带来的震撼观影效果备受好评，被

誉为“五一档必看的热血警匪电影”，

观众表示代入感极强，为张震、廖凡

枪战紧张，又为倪妮哭戏落泪。作为

首部聚焦森林公安的电影，《雪暴》获

得国家林业局力挺，现场观众也盛赞

其现实意义深刻，由衷感恩负重前行

的守护者。

电影《雪暴》由麦颂影视、和力辰

光国际文化传媒、和和影业、霍尔果

斯青春光线影业、霍尔果斯五光十色

影业、漫山文化、泽东影业公司、北京

星空壹禾影视文化、北京光线影业联

合出品。

（木夕）

热血警匪片《雪暴》被赞“五一档必看”
全片 IMAX拍摄打造华语战争史诗

管虎新片《八佰》定档7月5日 《妈阁是座城》发布人物关系海报

徐峥监制爱情喜剧《宠爱》开机

邓超执导《银河补习班》定档7月26日

霍建起新作《如影随心》揭爱情“真相”

《天上再见》发预告海报冲击“五一档”

《大侦探皮卡丘》发布会“双雷”同框卖萌

导演崔斯韦

《我的青春都是你》定档6月21日

导演率主创来华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