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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杜思梦 赵丽

2019年国产新片前瞻：

老中青导演集体发力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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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档（除夕至大年初六）7天长假期间，全国电影票房达58.4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1.2%，创同期历史新高 。大年初一电影票房达到14.43亿元，同比增长近

13%，再次刷新了单日票房纪录。

春节档硝烟未散，《一吻定情》、《蓝色生死恋》等瞄准情人节档期的影片接踵而

至，有望延续春节档的市场热度。

2019年以来，已有60余部中外影片接受了观众的检验，截至2月11日，2019年
票房历时42天突破100亿元，较2018年 提前8天。展望今年接下来的300余天，目

前已有近200部国产影片确定将登陆院线，2019年的电影盛宴，才刚刚开始。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节点，电影人将推出《攀登

者》、《中国机长》、《我爱你，中 国》、《中国女排》、《香山之春》、《解放了》等多部优秀

影片，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

《八佰》、《烈火英雄》、《紧急救援》、《百万雄师》、《古田军号》等超“燃”大片，《东

北虎》、《不期而 愈》、《日月》、《欢迎来到熊仁镇》、《午夜慢车》、《神秘宝藏》、《转型团

伙》、《一意孤行》等喜剧电影 ，《一秒钟》、《阳台上》、《南方车站的聚会》、《兰心大剧

院》、《诗人》、《一切如你》、《过春天》等具 有文艺气质的作品都将于2019年内陆续上

映。《欲念游戏》、《扫毒2》等警匪悬疑片、《如影随心》、《保持沉默》等爱情片、《刀背藏

身》等武侠动作片、《大鱼海棠 2》等动画片等多种类型的影片也都共同丰富着 2019
的电影市场。

从类型发展上看，2019年国产影片在科幻片方面有望向前迈出一大步，春节档

上映的《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从科幻理念与工业手段上将国产科幻影片推

向了一个新的进程，甚至有业界人士将2019年称之为“中国科幻元年”。根据江南

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灾难电影《上海堡垒》日前发布先导预告片并宣部定档暑期，与

此同时，张小北导 演的《拓星者》、陆川导演的《749局》、陆川监制的《钢铁镇：龙族之

战》、段奕宏主演的《希望岛》、古天乐 主演的《明日战纪》等科幻类影片都纷纷定档

2019。国产科幻电影正在飞速成长，逐渐与“奇幻”剥离，形成独立的电影类型。

以《音乐家》、《李娜》、《柳青》等为代表的传记影片是2019影市的新亮点。其中

中哈合拍电影《音乐家》改编自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真实经历。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大道见证了中哈友谊，影片《音乐家》也是中哈电影人“以影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大胆尝试。

从电影人才梯队建设角度来看，2019年的老、中、青三代影人分布均匀。既有

如张艺谋、许鞍华、徐克、李少红、胡玫等资深导演，也有如张猛、管虎、王全安、娄

烨、霍建起、陆川等中坚力量，还有一批如万玛才旦、松太加、路阳、曾国祥、张大磊

等青年导演，都在2019年贡献出了自己的用心之作。

八部开年大戏让观众大饱眼

福，而 2019 紧随其后的影片更是

让观众目不暇接，张艺谋、徐克、

管虎、乌尔善等大导演的大制作

都相继将于年内上映。

三部曾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的电影都已经瞄准

2019 各大档期。张艺谋导演并参

与编剧的影片《一秒钟》去年 9 月

已经在敦煌杀青，这是张艺谋继

《归来》后再度与邹静之合作剧

本，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世纪 70 年

代，具有浓厚的寻根气质，由张译

担任主演，为戏暴瘦的张译此次

能否完美诠释角色，影片整体品

质能否在《归来》基础上更进一

步，都留待观众亲自检验。

徐克导演的《摸金校尉之九

幽将军》是“鬼吹灯”系列中的一

部，由天下霸唱亲自编剧，陈坤

主演，已经定档国庆。虽然该系

列改编影片的品质参差不齐，但

是徐克导演奇谲的想象力与高

水准的特效团队仍然足够引发

普通观众的期待。再加上陈坤

的演技护航，这部《摸金校尉之

九幽将军》甚至有望冲击该系列

新纪录。

管虎导演在《老炮儿》之后就

一直忙于筹备《八佰》，影片还原

了残酷真实的淞沪会战中，八百

壮士在四行仓库抵抗三十万日军

进攻并奋战四天四夜的历史。华

谊兄弟是影片主要出品方，演员

阵容上有张译、李晨、王千源、姜

武、黄志忠等。

“画皮”系列第三部《画皮前

传》在经历了演员导演大换血之

后定档 2019，在最新的演员名单

中，陈坤和周迅赫然在列，同样

的阵容不免让人对这个开创出

“国产魔幻大片”先河的 IP 重新

燃起期待。作为该系列第二部

《画皮 2》的导演，乌尔善在《寻

龙诀》之后，近年一直埋头于《封

神三部曲》的创作，据悉，该系列

有望在 2020 年与观众见面。与

“封神”同为系列影片，胡玫执导

的 电 影 版《红 楼 梦》将 以“ 三 部

曲”的形式于 2019 年陆续完成并

相继上映。

▶《攀登者》

类型：冒险

导演：李仁港

主演：吴京/张译等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国庆档

▶《中国机长》

类型：惊险/传记

导演：刘伟强

主演：张涵予/袁泉/欧豪/杜江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国庆档

▶《我爱你，中国》

导演：陈凯歌等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中国女排》

类型：体育

编剧：张冀

导演：陈可辛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香山之春》

编剧：何冀平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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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红海行动》、《我不

是药神》续接了 2017 年《建军大

业》、《战狼 2》和 2016 年《湄公河

行动》在新主流商业大片上的成

绩，从票房和口碑上，将真实事件

改编的现实题材影片创作推向了

新的高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尹鸿将这类影片纳入

“积极现实主义”的范畴，认为此

类影片最后传递出正面价值观，

是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积极现实主

义。

2019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注定是新主流商业大片异彩

纷呈的一年，在此前新主流商业

片的有效探索下，中国电影人逐

渐找到了主流大片与商业的融合

之道，并不断进行更多元的艺术

探索。这一年汇聚了两岸三地多

位优秀电影人的力作，如李仁港

执导的《攀登者》，刘伟强执导的

《中国机长》，陈凯歌等导演执导

的《我爱你，中国》，陈可辛导演、

张冀编剧的《中国女排》，何冀平

编剧的《香山之春》，管虎执导的

《八佰》，吴京的《战狼 3》，陈力导

演的《古田军号》，林超贤导演的

《紧急救援》，陈国辉导演的《烈火

英雄》，彭顺导演的战争片《百万

雄师》，罗礼贤执导的《黎明勋章》

等多部超“燃”主流商业大片都将

与观众见面，每部影片的创作阵

容都值得一观。

《攀登者》讲述 1960 年中国珠

峰攀登突击队勇攀珠峰的真实故

事，影片由香港导演李仁港操盘，

确保其商业化与类型化，而两岸

三地优秀演员的加盟更是从阵容

上让这部影片备受瞩目。

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根

据川航英雄机长刘传健真实事迹

改编，在创作上力求细节准确，不

仅对刘传健进行认真的采访，更

是全方位了解事件中的每一位机

组成员，影片由张涵予出演刘传

健机长。

此前执导过《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的林超贤导演早已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在新主流商

业大片上的实力，2019 年他执导

的新片《紧急救援》由彭于晏主

演，这位在《湄公河行动》中证明

表演实力的青年“硬派”演员与

林超贤再度携手，影片的最终效

果令人翘首。

此外，胡玫导演的《进京城》，

韩三平总策划、李少红与常晓阳

共同执导的《解放了》都宣布于

2019 年上映。《进京城》的故事发

生在清朝，为庆祝乾隆 80 大寿，全

国戏班进京，自此几种戏曲不断

融合碰撞，诞生出京剧，影片由邹

静之编剧，冯远征、马伊琍等主

演，在去年上海电影节上已经展

映。《解放了》由李少红与常晓阳

共同执导，史建全编剧，故事发生

在 1949 年解放前夕的平津地区。

周一围、钟汉良、钟楚曦等青年演

员主演。

2019 年的新主流商业片在原

有的历史、战争、动作等类型基础

上，逐渐拓展到体育、冒险等多种

题材类型，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

呈现出风格、类型多元并进的新

局面。

（下转第4版）

▶《战狼3》

类型：动作

导演：吴京

主演：吴京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八佰》

类型：历史/战争

导演：管虎

主演：张译/李晨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暑期

▶《烈火英雄》

导演：陈国辉

主演：黄晓明/杜江/谭卓/杨紫/欧豪

类型：剧情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紧急救援》

类型：动作

导演：林超贤

主演：彭于晏/王彦霖/辛芷蕾/蓝盈莹/李岷城

预计上映日期：待定

▶《百万雄师》

类型：战争

导演：彭顺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音乐家》

类型：传记

导演：西尔扎提·亚合甫

主演：胡军/袁泉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5月

▶《贞观盛事》

类型：戏曲

导演：滕俊杰

主演：尚长荣/关栋天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古田军号》

类型：历史/战争

导演：陈力

主演：王仁君/胡兵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黎明勋章》

类型：警匪/动作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柳青》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田波

主演：成泰燊/丹琳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日不落酒店》

类型：喜剧

导演：冯一平/刘峻萌/郝心悦

主演：黄才伦/张慧雯/沈腾/高叶/张晔子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日月》

类型：喜剧/奇幻

导演：金依萌

主演：迪丽热巴/窦骁/李子峰/杨森/倪虹洁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暑期档

▶《伟大的愿望》

类型：喜剧

编剧：新圣堂

主演：彭昱畅/魏大勋/王大陆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东北虎》

类型：喜剧

导演：耿军

主演：章宇/马丽/张志勇/徐刚/郭月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囧妈》

类型：喜剧

导演：徐峥

主演：徐峥

预计上映日期：2020年春节档

▶《不期而愈》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张岩

主演：姜武/李晟/黎一萱/辰亦儒/周晓鸥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欢迎来到熊仁镇》

类型：喜剧

导演：查慕春

主演：朱亚文/张榕容/王亮/郄路通/韩彦博

预计上映日期：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