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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导演冯小宁执导的中国

首部儿童动物大电影《动物出击》将

于 4月 30日登陆全国院线，奇趣与

惊险并存的阖家观影佳作，为即将

到来的五一档预热。

作为本片最大看点之一，片中

的演员阵容十足抢眼。与以往的儿

童或是动物影片不同，片中集合了

灵缇犬队长布鲁斯、猫博士、鹦鹉船

长、海豚、海龟、海鸥等，海陆空三栖

真动物齐上阵，分别在救援小队中

担当不同职责。灵缇犬把控全局、

猫博士幕后智囊支援、海豚海龟进

行海洋部分支援、“线索人物”鹦鹉

船长调节紧张气氛的同时也能化险

为夷；看点二，片中唯一能听懂动物

讲话的萌娃“妈宝”颠覆了所有人对

熊孩子的固有印象，合作萌宠救援

小队成功化解灾情，是当之无愧的

“勇气担当”；看点三，以往儿童动物

类电影从未出现过的惊险刺激场

面，成为剧情转折不可或缺的加速

剂，诸如鱼鹰战斗机高空徘徊、巨型

轮船撞击海岸等让影片矛盾不断升

级，成百上千的海豚和海鸥铺天盖

地的袭来，让影片充满希区柯克式

的紧张感；看点四，灾难始于海上一

艘载满毒药的轮船突然失事，唯有

动物们先知先觉，而能够和动物们

无障碍沟通的却是一个“讲话没有

说服力”的萌娃，这些小小救世主如

何穿越大洋成功登船，一切情况未

知的轮船上又隐藏了怎样的危险，

不断反转的剧情让观众吊足胃口；

看点五，敢于启用电影拍摄中最难

应付的儿童和动物挑大梁，让这些

“自然派”演员Hold住全场，成为救

世英雄；看点六，以小博大的设置，

让观众首次感受到孩子和动物不为

人知的一面，为家长和“铲屎官”带

来不小惊喜。

对于拍摄这样一部反传统的儿

童动物大电影，导演冯小宁倾尽 29
年心力和汗水，将自己从影多年的

经验和对电影不断创新的理念融入

其中。此前，他以郑重承诺的方式

隔空喊话家长和观众们传达了自己

对于这部影片的初心：“看过《动物

出击》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

终生不会伤害动物，都会更加珍爱

环境，都会有更多的爱心。育人先

育心，看一部好电影，终生做好人！”

（赵丽）

本报讯 近日，定档4月29日的

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佳

作《何以为家》参展第九届北影节，

并陆续在 11 个城市展开超前点

映。期间，这部聚焦黎巴嫩底层人

民生存现状的催泪电影收获满满好

评，包括徐峥、黄渤、陈数在内的诸

多影视界人士力挺影片。

除了在戛纳斩获评审团奖，《何

以为家》还接连入围 2019 年奥斯

卡、金球奖、凯撒奖等多个重大奖项

的最佳外语片提名。

影片将视角对准生活在颠沛流

离当中的黎巴嫩儿童，导演娜丁·拉

巴基前后共历时五年进行创作，光

前期的实际调查就进行了三年时

间，更启用真实生活在影片背景中

的人担任演员，真实还原了黎巴嫩

底层社会的现状。

电影海报中那句“我要控告我

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让人

揪心。这句引人深思的话语同样在

中国的网民中引起讨论。抖音平台

上，“假如父母生而不养，你会告他

们吗？”的问题，引发共鸣。

很多有被遗弃经历的网友表

示，从未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从小

就面对生活的重压 。“生而不养”不

仅仅出现在战乱的黎巴嫩，也存在

于世界各个角落。有人感慨：愿每

一个孩子都被温柔以待。如同影片

导演所说：“电影是改变的开始。”这

部电影就承担着带来改变的希望。

截至目前，《何以为家》已经获

得豆瓣8.8、淘票票9.4的高分，影片

将于4月29日全国上映。（杜思梦）

本报讯 4月16日，第二十六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术展映活动在

京举行。活动现场放映了电影《黎

明忽至》。映后，该片导演西尔维

奥·盖约齐与现场观众交流对谈。

《黎明忽至》讲述了一个年迈的

作家潘乔·维罗索回到家乡追忆往

昔、寻找创作灵感的故事。导演采

用第一人称、过去和现在双线交织

的叙事手法，用如诗如画的影像和

语言展现了智利的乡村，以及再现

了这一代人是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的

冲击中成长的历程。《黎明忽至》直

面人的现实困境，将残酷现实与初

心梦想寓于双线故事中不断地交织

碰撞，驱使人们去追溯那份藏在心

中已久的勇气与热爱。

西尔维奥·盖约齐表示，他的电

影创作都是在自由状态下遵循自我

感受完成的，而电影意义的表达很

多时候是在影片完成之后才明确。

他还表示，理想的故事建构可

以跨越国度，关心角色本身就是描

绘人性的过程，好的故事可以让电

影的情感与人性的美好在不同国家

的观众之间产生共鸣。《黎明忽至》

中人物对于选择回归现实还是继续

沉迷梦境的内心焦灼也是所有人都

不可回避的问题。

（林琳）

本报讯 将“速度与激情”系列

一手打造成全球最成功 IP 之一的

“金牌编剧”克里斯·摩根，在近日发

布的该片首支幕后特辑中，揭晓了

新片里巨石强森与杰森·斯坦森既

是冤家，又须联手的剧情设定。

此次，克里斯·摩根以制片人、

编剧的身份带来了该系列的新篇章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谈及创

作初衷，他表示，“每个角色都有进

一步挖掘的需要”，而霍布斯、肖这

两个性格不同的硬汉碰撞“会很有

戏”，他希望，新片中两个“截然不

同”的“冤家”来一次深度碰撞。在

全新发布的特辑中，克里斯·摩根则

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新故事：两人虽

然“恨不得把对方宰了”，但仍旧不

得不联手进行一场全力对抗致命反

派的“特别行动”。

（杜思梦）

本报讯 4月17日，高口碑悬疑

电影《云雾笼罩的山峰》在北京举行

首映礼。该片自去年入围华沙国际

电影节以来，在国外内不少展映活

动上皆引起关注，口碑也持续发酵，

成为了今年被热议的现象级多线叙

事“烧脑”影片。该片将在4月26日

正式登入全国院线。

《云雾笼罩的山峰》采用交叉式

多线环形叙事手法，讲述六组人马

在一山之上、一日之内的命运交

织。随着剧情的抽丝剥茧，引发“一

念起，万恶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看清命运弄人下的人心善恶。

映后见面会上，导演左志国和

众主创与观众分享了影片拍摄的感

受。左志国表示，影片取材于真实

的社会事件，片中男主角的原型就

是他一起长大的邻居。对于影片想

要传达的主题，左志国表示：“虽然

是悬疑类型，当然片中有很多残酷

的东西，但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无形

的巨大推手，就是‘爱’与‘规矩’。

正是因为这些，才使得所有人混杂

纠缠在一起，奔向自己不同的命

运。”

此前，《云雾笼罩的山峰》在

2018 年的华沙国际电影节举行世

界首映时，就已收获不俗的口碑。

该片不仅获得纽约首届邓波电影节

的最佳剧情片奖、获邀作为2018年

中国银川互联网电影节的开幕影

片、入围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的

主竞赛单元，更入围北京青年影展

“年度影片”、“年度编剧”两项提名。

据悉，《云雾笼罩的山峰》由德

丰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卫之

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并

由北京影创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负责宣传发行。

（赵丽）

本报讯 由王家卫监制、万玛才旦

导演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将于 4 月

26日上映。影片被称为“杰作”、“伟大

的电影”，许多观众表示影片“极具张

力”，是视听语言的极致运用。22日，该

片在京举行首映礼，监制王家卫，导演

万玛才旦，录音师德格才让，主演金巴、

更登彭措、索朗旺姆齐聚，与观众们一

起解读电影。

许多影迷关注影片档期，虽然环境

特殊，但好在有成熟的电影观众，更有

全国艺联专线上映提供更大空间，几位

主创信心十足，王家卫直言：“我相信观

众有足够的眼力去欣赏这部电影。”万

玛才旦表示：“中国电影、观众需要不一

样的独特体验的电影。”

谢飞、史航、张一白、王红卫、乔美

仁波切、郭晓冬、李睿珺、耿军、黄觉、麦

子、黄璐等当天前往观影。

首映现场王家卫惊喜现身，王家卫

表示这部电影是“万玛才旦借了一副西

藏人的眼镜给我们看西藏”，此次他也

分享了自己透过万玛的镜头看到的故

事，幽默表示看到了自己的墨镜，吓得

自己赶紧摸了摸口袋，还好墨镜还在。

《撞死了一只羊》与《复仇者联盟4》
同档，王家卫表示，对《撞死了一只羊》

有信心，“‘复联’成功，是美国电影的成

功，本土电影能坚持下去，最后才是我

们的成功。不是说看了‘一只羊’就不

能看‘复联’，或者是看了‘复联’就不能

看‘一只羊’”。

许多人好奇影片为何选择艺联专

线上映，王家卫说：“从行业的角度，好不

容易有一条艺术联盟，连我们都退了，就

是自我放弃。”同时表示：“我们留在这个

档期，是我们投我们的观众一票。我相

信他们是有足够的眼力去欣赏这部电影

的。”王家卫还鼓励文艺片创作者，如果

将来想走艺术片这条路，别被现实吓坏，

“0.1%的空间就代表有 99.9%的进步余

地，只要你们能用心拍出好的作品，这个

局面一定可以打开的”。

全国艺联负责人、中国电影资料馆

馆长孙向辉在首映礼上表示：“支持国

产优秀艺术影片的放映是全国艺联和

各加盟影院的重要职责与使命，中国艺

术电影的成长需要各方面的培育，希望

各加盟影院能够像对待外国艺术电影

排片一样的善待中国艺术电影。”现场

王家卫监制为孙向辉送上由黄海亲自

设计的独具特色的海报版画，表达对全

国艺联支持的感谢。

据悉，《撞死了一只羊》将作为全国

艺联“雕刻时光系列”的开场影片与观

众见面。 （杜思梦 姬政鹏）

本报讯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的主旋律影片《决胜》4月16日在

横店正式开机。影片由安澜执导,
唐国强、刘劲、任帅、路晨等主演。

聚焦解放战争中横跨开国大典的大

型战役“衡宝之战”,预计将于国庆

前夕拍摄制作完毕。

导演安澜表示要创新表达方

式,拍摄出有创意的英雄儿女故事

典范。《决胜》不仅呈现了国共两军

最高指挥官之间的精彩较量,也以

较多篇幅描写了解放军青年指战员

和普通农民群众的感人故事。影片

尊重历史也还原人性,既展现了我

军的重大挫折（如青树坪战斗）,也
将普通战士“南下”过程中产生的思

乡之情呈现,甚至描写战士私自返

乡又回到部队经历的心理波折和戏

剧性情节。而这样的细节也更加体

现出解放军指战员为新中国的完全

解放和统一,舍个人“小家”为国家,
流血牺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爱国主

义情怀。

据悉,为切实推动国产主旋律

影片的发展,中国电影基金会发起

了“国防万映”扶持计划。该计划由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和国家电影局

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承办,长期为

国产主旋律影片的立项、宣传、发

行、展映表彰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影片《决胜》自筹备以来,得到了中

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指导与支

持,目前已列入“国防万映”扶持计

划之一,中国电影基金会将为该片

组织全国范围的宣传、发行及长期

展映工作。 （木木）

本报讯 由黎兆钧、施柏林、刘

永泰共同执导及编剧，尔冬升监制，

郭潇担任制片人，张家辉、张翰领衔

主演的悬疑动作电影《催眠·裁决》

在京宣布9月12日全国上映。影片

“监视”版定档海报及“入局”版先导

预告片同时揭幕。

电影《催眠·裁决》中，陪审团成

员之一许立生（张家辉饰）被匪徒以

女儿茵茵（艾米饰）性命作威胁，要

求他在90分钟内催眠至少4个陪审

团成员来操控审判结果、摧毁真

相。为了解救被绑架的女儿，许立

生只能暗中联手小舅杨凯（张翰饰）

展开限时营救。

影片采用一静一动两条线并

行，加入催眠和审判两大元素。

片中，张家辉以催眠挑战香港司

法最大漏洞，坦言表演挑战巨大，

“张翰在法庭之外的武戏很刺激，

我在法庭上对决坏人的文戏节奏

当然不能掉下来，所以怎么通过

细节在密闭空间演出紧张感非常

困难”。为演好角色张家辉苦学

催眠术，发布会现场更是用“怀

表”催眠主持人套出真心话引发

观众惊呼。

据悉，由大河影业、完美威秀娱

乐、美亚电影、星门娱乐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前任》系列导演田

羽生执导的喜剧电影《伟大的愿望》

日前双发海报及预告片，宣布定档

8月9日。

定档海报中，三位少年对着镜头

放肆大笑，展现三人深厚的兄弟情

谊。影片《伟大的愿望》讲述的是王

大陆与魏大勋饰演的两个18岁男生，

在得知他们的“死党”彭昱畅因绝症

即将逝去的噩耗后，决定帮他圆梦的

故事。但让他们手足无措的是，“死

党”的临终遗愿竟是“想做个男人”。

他们将如何帮助病床上的好朋友实

现愿望，成为了本片最大的看点。

2017年底，田羽生执导的爱情

喜剧电影《前任 3：再见前任》上映，

其紧贴时代的搞笑段子和接地气的

都市爱情故事，引发关注和讨论，票

房最终逆袭突破19亿。如今，田羽

生携新作《伟大的愿望》归来，从预

告片就可一窥熟悉又陌生的“田式”

喜剧风味。和《前任》系列一样，田

羽生用自己独特的“田氏幽默”来消

解着众多沉重的话题，《伟大的愿

望》不故弄玄虚，没有说教，更没有

反复煽情，只是通过几个少年传递

热血、欢笑、真实与感动。

（林琳）

本报讯 五月天最新演唱会电

影《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发布定档

预告和海报，宣布定档5月24日。

五月天 LIFE 人生无限公司巡

回演唱会自 2017年 3月开跑，历时

1年半，横跨 4大洲，创下多项五月

天新纪录。电影完美再现演唱会华

彩，更加入全新情节与彩蛋，不仅有

歌迷熟悉的黄渤、梁家辉现身，还有

神秘嘉宾加盟带来惊喜。

距离五月天的上部演唱会电影

已有六年，如今五月天再上大银幕，

电影《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制作上

升不止一个级别，几位团员亲力亲

为一起构想，前沿科技为观众营造

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为粉丝打造“伸

手就像可握到阿信的手”的福利。

对于电影的声画效果，五月天也不

止一次开玩笑说：“简直可以坐到冠

佑大腿上！”

电影《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

由怪兽（温尚翊）、石头（石锦航）、

玛莎（蔡升晏）、冠佑（刘谚明）、阿

信（陈信宏）领衔主演，黄渤、梁家

辉特别主演，仙草影像、陈奕仁执

导，台湾相信音乐出品，中影集团

进口，华夏电影发行。 （杜思梦）

◎ 映画

《撞死了一只羊》

司机金巴在路上撞死了一只

羊，决意超度此羊；杀手金巴即将找

到杀父仇人，准备报仇雪恨。阴差

阳错，杀手金巴搭上了司机金巴的

卡车。于是，两个叫金巴的男人的

命运便神秘地联系在了一起。

上映日期：4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万玛才旦

编剧：万玛才旦

主演：金巴/更登彭措/索朗旺姆

出品方：繁花里/盛唐时代/嘛呢

石影业/见天地文化

发行方：繁花里

《我在社区当片儿警》

刚从警校毕业的张晓鸥分配到

城中派出所做片儿警，被安排给社

区修路和走访 4000 多户居民，并在

所长的帮助下克服了自身问题毛

病，从而成长为一名真的社区民警。

上映日期：4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左启泽

编剧：张海荣/左启泽

主演：左启泽/侯培杰/黄世伟/鞠

元哲

出品方：十指影视

发行方：谷泰映画

《云雾笼罩的山峰》

一位年轻的父亲为了筹钱医治

自己病重的爱女，又要不到拖欠的

赔款，被迫铤而走险绑架了老板的

女儿。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这座

幽静的山里，还有其他人带着不同

的目的和欲望参与了这件事情，一

座山上、一日之内、六组人马，各自

的贪念在错综复杂的因果之下，逐

渐失控，转向不可预知的方向。

上映日期：4月26日

类型：悬疑

导演：左志国

编剧：左志国

主演：王海涛/任青安/丁建钧/董博

出品方：德丰影业/大卫之星

发行方：影创世纪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毁灭性的大事件过后，宇宙

由 于 灭 霸 的 行 动 而 变 得 满 目 疮

痍。无论前方遭遇什么，无论最

终后果如何，复仇者联盟都必须

在 剩 余 盟 友 的 帮 助 下 再 一 次 集

结，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

复宇宙的秩序。

上映日期：4月24日

类型：动作/科幻

导演：安东尼·罗素,乔·罗素

编剧：克里斯托弗·马库斯/斯蒂

芬·麦克菲利/斯坦·李,杰克·科比/吉

姆·斯特林

主演：布丽·拉尔森/小罗伯特·

唐尼/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斯嘉丽·

约翰逊

出品方：美国漫威影业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万玛才旦新作《撞死了一只羊》首映
王家卫鼓励创作者：0.1%的空间就有99.9%的余地

《动物出击》即将登陆“五一档”

六大看点导演用爱“育心”

《云雾笼罩的山峰》首映
重机大队引爆现象级口碑

《决胜》横店开机
导演安澜：要拍出有创意的英雄儿女故事

悬疑片《催眠·裁决》定档9月12日

田羽生新片《伟大的愿望》定档8月9日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定档5月24日

《何以为家》点映
“父母资格证”引探讨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揭秘幕后

《黎明忽至》导演来京交流

本报讯 动画大电影《猪猪侠·
不可思议的世界》日前发布“欢乐观

影”版海报，宣布定档 7月 5日全国

公映。作为国内经典的合家欢代表

作，《猪猪侠》自 2005 年初创后，已

有多部作品打破国产动画收视纪

录，14年间猪猪侠陪伴了一代又一

代的观众成长。

《猪猪侠》大电影是时隔两年再

次回归大银幕的诚意之作，此次制

作团队为打造更加极致的观影体

验，将电影中的世界观、画面、角色

形象等全面升级，让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到不可思议的世界中开启奇幻

之旅。

该片由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卓然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赵丽）

大电影《猪猪侠》定档 7月5日

孙向辉（左三）、王家卫、万玛才旦等亮相首映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