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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本报讯 电影《飞驰人生》日前举

办“春节联欢早会”，导演韩寒与沈

腾、黄景瑜、尹正、张本煜、尹昉、赵文

瑄、高华阳、刘帅良、李庆誉等主演合

体，畅谈影片拍摄过程。一支记录拍

摄过程的幕后特辑也首次曝光。为

了拍出超燃的赛车场面，韩寒带领大

家远赴新疆四千多米的高原，在悬崖

边上飙车，韩寒忍不住感慨，“随便一

个弯道下去就是悬崖，得准备着救援

直升机随时待命”。

发布会当天最大的惊喜，莫过于

为电影献唱主题曲《一半人生》的阿

信的到来。“韩信组合”出道后的首次

合体，让大家都十分激动。阿信的到

来，也直接将发布会变成了大型KTV
现场，韩寒拉着一群演员们，一起大

合唱起《一半人生》的副歌，令气氛达

到了高潮。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现场

为电影送上祝福，“这会是一部特别

特别惊喜和感动的电影”。于冬表

示，“春节档的冠军一定是《飞驰人

生》，我看好它第一个突破 40亿的票

房。”

除了韩寒和沈腾碰撞出来的笑

点火花，电影中的超燃飙车场面也是

极大看点。为此，剧组提前好几个月

跑遍全国勘景，最终在新疆找到了一

条魔鬼赛道，在上千米的悬崖旁飙

车，拍出来的画面是刺激，但危险程

度也非常高。

电影《飞驰人生》由上海亭东影

业、上海博纳文化传媒、天津猫眼微

影文化传媒、上海阿里巴巴影业、果

麦文化传媒、天津磨铁娱乐、天津水

月文化传媒出品，为促进上海电影发

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将于大年初一

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反腐为民，廉年有余”！

由麦兆辉执导，庄文强、黄斌担任监

制，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方中信、

袁咏仪主演的春节档反腐电影《廉政

风云》日前在京举行首映发布会，同

步曝光电影终极预告。整场发布会

以“反腐年会”为名，主创们不但回

归各自角色，共同揭晓片中涉案金额

高达 27 亿美元的巨额贪腐案背后的

惊人秘密。

整场发布会以“反腐年会”的形

式展开，主演们齐齐登台，以趣味横

生的分组“爆料”片中的人物角色关

系，将剧情掀开冰山一角，引起大家

更大的好奇心。现场曝光了整部电

影中的隐藏大彩蛋——电影中，刘青

云和张家辉将在CG特效的帮助下重

返 21 岁。主办方贴心准备了二人现

实中21岁的大头立牌，令台下观众瞬

间穿越，更令两位主演忍俊不禁。

在“反腐年会”上，片中涉案的27
亿美元被换算成跟每个中国人过春

节息息相关的日常物品，如约3600万

张回家的车票、360亿个饺子、5亿两

千万张《廉政风云》的电影票等等，这

一组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道出了反

腐斗争的重要性，也展示了廉政工作

者全力守护人民利益的决心。

《廉政风云》由麦兆辉执导，庄

文强、黄斌担任监制，刘青云、张家

辉、林嘉欣、方中信、袁咏仪、陈家

乐、汤怡联袂主演，将于大年初一全

国上映。

（杜思梦 李霆钧）

本报讯 将于 2019年大年初一上

映的春节档唯一合家欢电影《神探蒲

松龄》近日发布了终极预告，蒲松龄

师徒及萌妖间百出的笑料、捉妖邪探

奇案的悬疑、燕赤霞聂小倩纠葛的恋

情等，最大程度满足了观众多元化的

观影需求，当之无愧成为春节档的合

家欢首选。

对于从影数十年的成龙来说，

“动作”、“功夫”的标签一直伴他左右

预告中与Luu Brothers打斗一段，成龙

活用凳子、桌子等道具，动作依旧敏

捷。此外，成龙还收获了新道具“阴

阳判”，中国功夫加上特效“大招”，必

将是无数动作戏影迷的福音。

自 1995 年成龙主演的《红番区》

开启中国电影贺岁档以来，从《我是

谁》、《大兵小将》、《功夫瑜伽》到《神

探蒲松龄》，成龙已经陪伴观众度过

了 24 载辞旧迎新的时光。过年看成

龙，也成了影迷们的春节“新民俗”。

成龙从影多年，“一路走过来即便受

伤、甚至濒临死亡边缘，每一次听到

观众的笑声、掌声，一切就值得了”，

这是他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原因，也是

电影《神探蒲松龄》选择大年初一上

映的理由。

据不完全统计，为重现片中的奇

景奇情，剧组搭建了 2万平方米的全

内景摄影棚，世界范围内首次使用泡

沫打印技术置景，并动用了中国影史

最大的电影机械装置。更遑论216幅

场景概念设计图、2198张分镜头图稿

及162件特殊道具制作。“特效只是讲

故事的工具”，在前几日举办的《神探

蒲松龄》新春团拜会上，本片的监制

阿甘如此介绍道。

电影《神探蒲松龄》已经开启火

热预售，影片由刘晓光监制，严嘉执

导，成龙、阮经天、钟楚曦、林柏宏、

林鹏、乔杉、潘长江、苑琼丹、Luu
Brothers、姜嫄等主演。本片由爱奇

艺影业、耀莱影视、金海岸影业领衔

出品。 （木夕）

本报讯 将于2月5日大年初一上

映的《熊出没》第六部大电影《熊出

没·原始时代》近日在京举办全国首

映礼，影片导演丁亮，新角色小狼女

飞飞的配音者宋祖儿出席现场，同时

发布电影终极预告片。

丁亮现场与观众分享影片制

作，他表示，片中的动物毛发都是真

毛发，效果纤毫毕现，这是在动画电

影里难度最高的一部分技术；影片

中高潮部分的火山爆发的渲染，对

计算机的计算量和动画制作量是非

常庞大的；同时影片配乐邀请了中

国著名音乐家阿鲲来创作，并邀请

伦敦皇家爱乐乐团来演奏，这部《熊

出没》大电影在制作上进行了全面

的升级。

首映礼上，小狼女飞飞的配音者

宋祖儿与观众分享配音感受和幕后

趣事。宋祖儿表示，由于飞飞的声音

略显稚嫩可爱，所以配音的时候自己

曾无数次破音。

同时宋祖儿在现场念出给“熊

粉”的一封信，向六年间的6000万《熊

出没》系列电影的家庭观众们，表达

诚挚的敬意与感谢，宋祖儿表示：“好

的动画片不光是带来快乐，而且家长

和孩子要能和角色一起成长”，号召

大家春节都去看这部见证 6000 万家

庭成长的系列电影。

《熊出没·原始时代》于 1 月 19
日、1月20日两天14:00-16:00时段开

启两小时点映，良心品质获得现场观

众夸赞。点映场总票房突破1500万，

两日上座率均居同时段第一，猫眼评

分 9.3分，创历年最高，获《熊出没》电

影全系列最欢乐好口碑称号。

影片将同步发行 2D、3D 版本,于
2019 年 2 月 5 日大年初一全国公映。

（杜思梦 郑中砥）

《夺命杀机》

由三个女人与一个男演员的情感

纠葛而起，引出了一个局中局的复仇

故事。

上映日期：1月29日

类型：悬疑

导演：杨苗

编剧：杨苗

主演：沈泰/刘迪妮/蒋松/冯波

出品方：顶峰时代影业/书霖影视

文化/顶峰太和影视

发行方：顶峰传奇影视

《我们回家吧》

周婷婷怀着与父亲多年难解的心

结，放弃城市生活来到半山小学支

教，被留守儿童对父母回家的期盼

所打动。在周父的暗中帮助下，婷

婷男友于海洋来到半山村发展现代

旅游农业，村民们纷纷踏上回乡再

就业之路，婷婷与父亲冰释前嫌，收

获亲情与爱情。

上映日期：1月30日

类型：剧情

导演：邱晓军

编剧：冯家胜/邱晓军

主演：万梓良/王瑛瑛/文熙/曹绍钦

出品方：子曰影视文化/麦田时光

影视/优映传媒/熙王朝影业

《简爱之约》

公司老板的千金周思彤从法国

留学回来，担任设计师的她异常尖

刻严厉，女员工们深受其苦，又跟父

亲的小女友水火不容，不知她真实

身份的向陌因一时仗义帮了她，获

得了这位白富美的青睐。正在向陌

有望“升职+脱单”的时刻 ，前女友

丁小染忽然空降成了他的同事。她

的出现，如一枚地雷引爆积蓄许久

的人际矛盾。

上映日期：1月31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张天羽

编剧：张天羽

主演：高广泽/王翦/赵飞燕/金绍仁

出品方：乐途风行影视

发行方：顶峰传奇影视

《廉政风云》首映礼成“反腐年会”

《熊出没·原始时代》首映获赞“惊喜动画片”

《神探蒲松龄》发布终极预告

《飞驰人生》举办春节联欢“早会”

韩寒率主创合唱《一半人生》

本报讯 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

日前发布同名主题曲 MV，国民快乐

“辣妈”谢娜惊喜献唱，祝福全国家庭

新春合家欢。主题曲对于电影的核

心受众低龄小朋友十分友好，曲调萌

动欢快朗朗上口，歌词更是简单易学

又饱含亲情温暖。“不管有多远距离，

都要回家团聚”，句句唱出了新春团

圆的美好寓意。

活泼的钢琴弹奏出轻快的旋律，

耳边传来的是谢娜俏皮的歌声，正如

一直以来带给观众的欢乐一般，谢娜

的歌声醇厚温暖，在唱腔上却巧用心

思，无论是咬字还是尾音的处理都变

得非常可爱，与电影温情陪伴、快乐

团圆的调性高度契合。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

治！”MV刚一开始就是姐弟俩的经典

亮相，随即谢娜和一群萌娃涌入整个

房间，手舞足蹈带领观众进入温馨的

氛围。“365 天的思念，一转眼又是一

年，365 天就在今天，欢欢喜喜过大

年”，歌词诠释着辞旧迎新的期待，生

动地描绘了过年时家家户户灯火通

明的热闹场景。此次也是谢娜孕后

首次“献声”亲子电影，字字都是送给

万千家庭的新年祝福，愿如歌中所唱

“幸幸福福一整年”。而歌曲一经发

布便刷屏全网，萌娃纷纷自发学唱。

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由阿里

巴巴影业集团、Entertainment One 公

司联合出品，上海淘票票发行，大年

初一正式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欢喜传媒、上海拾谷影

业出品，张一白担任总导演，讲述千

禧年间青春成长的剧集《疯犬少年的

天空》近日发布“冬季海报”，正式宣

布冬季拍摄已于 1月 28日杀青，其余

戏份将于夏季继续拍摄。

《疯犬少年的天空》改编自 90 后

青年作家里则林的同名小说，并由原

作者里则林担任编剧，原著曾入围

2017年度燧石文学奖，是众多读者心

目中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在刚公布

的“冬季海报”中，一众身穿校服的少

年们仰望天空，神情中带着专属于那

个年纪的倔强与憧憬，粗粝质感的灰

色背景流露着年少时光中难以言喻

的细腻情感。

《疯犬少年的天空》总导演张一

白，曾执导开启中国大陆青春爱情偶

像剧新时代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

底》，创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青春印

记。时隔20年，张一白注目新一代青

春，再创一代人的情感烙印。制作团

队层面，导演李炳强曾掌镜《匆匆那

年》、《微微一笑很倾城》等电影的摄

影；编剧里则林曾被评选为2015亚马

逊年度新锐作家；监制著名影视制作

人、编剧邢爱娜曾经制作《疯狂的石

头》、《将爱情进行到底》、《心花路放》

等影视作品。

（影子）

谢娜“献声”《小猪佩奇过大年》同名主题曲

《疯犬少年的天空》首发冬季海报

本报讯 小人物通过努力奋斗才

会获得成功！日前，《新喜剧之王》的

主演王宝强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追忆起了自己当年的“龙套”生涯。

此前，周星驰表示王宝强堪称“龙套

巨星”，他的出身经历非常符合《新喜

剧之王》。而王宝强在北影厂停留感

怀往事时提到，20年前的《喜剧之王》

一直激励着他不断努力，奋斗！他表

示观众将会在《新喜剧之王》中获得

很多正能量。

《新喜剧之王》曝光出王宝强重

回北影厂特辑。王宝强一身朴素来

到北影厂中追忆起自己当年的龙套

生涯。王宝强表示自己当年为了能

有机会拍戏十分卖命。“为了拍《大

腕》，怕第二天赶不回来就靠在这棵

树上睡觉。”王宝强还透露，在2000年

能够有勇气来到北京追梦也是受到

了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喜剧之王》影

响。“1999年我看了《喜剧之王》，2000
年我就来到这里当群演了。”

在当群演时，王宝强也会像很多

人一样展现出自己的本领和特长。

“因为我会武术，就在门口这里展现，

练武。”此外，他还表示《喜剧之王》一

直是他的追梦动力。“每一个群演都

是尹天仇，很多跑龙套的都受到尹天

仇一样的困难。从当年在这里跑龙

套，再到主演《新喜剧之王》，《喜剧之

王》一直激励着我们！”

《新喜剧之王》讲述了龙套演员

不断努力追梦的故事。影片由周星

驰执导，王宝强、鄂靖文、张全蛋、景

如洋、张琪和袁兴哲等出演。大年初

一全国上映。 （杜思梦）

《新喜剧之王》北京发布
王宝强重回北影厂追忆20年奋斗史

本报讯 经过两个月的密集拍摄，

由耿军执导，章宇携手马丽联袂主演的

电影《东北虎》近日正式宣布电影杀青，

并发布了一张风格鲜明的杀青海报。

铅笔素描画呈现的灰色破败背

景下，三个彩绘的主角显得格外突

出，其中海报前景蹲着的章宇与张志

勇最为扎眼，搭配海报中众多暗含的

线索和元素，神秘荒诞感油然而生，

令人充满期待。 （影子）

本报讯 由萧鼎同名小说改编，程

小东执导的青春新仙侠电影《诛仙》

日前宣布杀青，片方发布超先导海

报，曝光该片领衔主演肖战、李沁、孟

美岐和特邀主演唐艺昕的主创阵容，

并正式定档8月8日。

影片拍摄全程历经88天，克服多

重困难，辗转云梦仙境、圣泉山花海，

乃至海拔 2500 米的雪山等全国各地

进行实地取景。 （影子）

章宇马丽主演新作《东北虎》杀青

程小东执导《诛仙》杀青

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