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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

创世晶石危机一触即发，为了阻

止地球毁灭，奥特曼选择了看似平凡

的小男孩乐乐作为自己的人间体，面

对重重挑战，原本调皮捣蛋的小屁孩

在奥特曼的引导下，成为拯救地球的

关键人物，而奥特曼超能力的秘密也

逐渐被揭晓。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动画

导演：王巍

编剧：王巍

出品方：蓝弧动画

发行方：昇格传媒

《极限速递》

贫困大学生韦立峰给同学提供

跑腿送水、买饭、取快递等有偿服务，

以支撑学费、生活费等开支，通过自

己的努力和正义感获得了成功……

上映日期：1月16日

类型：动作

导演：王虎

编剧：王虎

主演：万国鹏/贡米/吕丽萍/李子雄

出品方：锦绣万成

发行方：蜂火影联

《家和万事惊》

讲述了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窘

迫生活现状——巨大的房贷压力、上

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负担和争吵不断

的紧张家庭关系。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喜剧

导演：邱礼涛

编剧：张达明

主演：吴镇宇/古天乐/袁咏仪/张

达明

出品方：银都机构

发行方：耳东时代影业

《森林奇缘》（乌克兰）

流浪艺术家鲁斯兰与公主米拉

意外邂逅，在邪恶的巫师劫走公主

后，鲁斯兰为追寻公主穿越魔法森

林，进而展开了一场奇幻冒险。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动画

导演：奥列格·马拉姆兹

编剧：雅罗斯拉夫·沃泽夏克

出品方：乌克兰动画校友工作室

发行方：华夏

《闯堂兔3囧囧时光机》

喜爱发明创造的闯堂兔在研发

实体传送机时，阴差阳错将其升级成

一个不稳定的时空穿梭机，由此展开

了一段惊险不断、笑料百出的奇幻时

空之旅。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动画

导演：曾宪林

编剧：曾宪林

出品方：玛雅动漫

发行方：鑫岳影视

《占芭花开》

影片是以两段、两代跨国恋情为

线索，展现了人性的大爱、大美，付出

与坚守的爱情故事，描述了两代人的

感情故事，深刻诠释了人性的光辉，

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爱情

导演：金韬/刘全玮

主演：钱达莉/马子洛/李明

出品方：青年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中视亚太

《我想吃掉你的胰脏》（日）

没有名字的少年主角和没有未

来的患者女主角，他在捡到她的日记

《共病文库》后，在班上原没有交集的

两人，生命自此有了改变……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动画

导演：牛岛新一郎

编剧：牛岛新一郎

配音：高杉真宙/Lynn/藤井雪代/

内田雄马

出品方：日本安尼普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

《一条狗的回家路》（美）

讲述了贝拉原本只是一条普通

的狗狗，却在与主人失散后走上了一

条充满未知的冒险回家路的故事。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查尔斯·马丁·史密斯

编剧：W·布鲁斯·卡梅伦,凯瑟琳·
迈克

主演：艾什莉·贾德/乔纳·豪尔-

金/亚历山德拉·希普

出品方：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发行方：华夏

《密室逃生》（美）

身份背景各异的六个陌生人受

邀参加由世界顶级密室逃脱设计公

司“迈诺斯”设计的游戏，唯有与时间

赛跑，方才有机会存活下来。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悬疑

导演：亚当·罗比特尔

编 剧 ：布 拉 吉·F·舒 特/Maria

Melnik

主演：泰勒·莱伯恩/黛博拉·安

沃尔/泰勒·拉塞尔

出品方：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掠食城市》（美）

巨大的移动城市在地球上漫步，

汤姆·纳茨沃西来自大牵引城市伦敦

的低层，在遭遇了危险逃犯海特·肖

后，不得不开始为生存而奋战。

上映日期：1月18日

类型：科幻

导演：克里斯蒂安·瑞沃斯

编剧：彼得·杰克逊/菲利帕·鲍

恩斯/弗兰·威尔士/菲利普·里夫

主演：罗伯特·席安/海拉·西尔

玛/雨果·维文

出品方：美国环球影业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1月 14日，电影《疯狂的

外星人》发布“囚禁”版人物关系海

报，影片中主演黄渤饰演的“耿浩”与

沈腾饰演的“大飞”被困于铁笼之中，

而铁笼外的外星人背对观众，手持铁

索欲将两人“驯服”。

海报中的外星来客小腹微凸的

痞气形象，酷似导演宁浩以往电影作

品中的角色形象，不禁令人猜想，此

次宁浩执导的中国本土科幻喜剧，打

造 MADE IN CHINA 版外星人，这个

充满宁浩电影色彩的外星“大佬”充

满了社会人的市井气息。

该片由欢喜传媒、坏猴子影业、北京

光线影业司出品，将于2月5日大年初一

上映，同时将登陆全国约600家IMAX影

院，现已开启全国预售。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出品的电影《密室逃生》已开启全国百

城提前观影，上万名观众走进电影院率

先观看了这部惊悚大作。

电影《密室逃生》近日开启百城提

前观影，上万名观众走进影院提前观看

了这部电影，作为开年第一部惊悚大作，

映后很多观众都大呼过瘾。就之前曝

光的预告片来看，该片氛围紧张刺激，浸

入感十足，在精致的密室设计中玩家搏

命逃生，让人看完手心冒汗。

映后该片收获了观众的海量好评，

不少人看完后大呼过瘾称其为“2019
年第一爽片”。很多观众大呼过瘾，认

为“全程无尿点观影体验满分”。也有

人大赞剧情：“过程很过瘾，结局神反

转，五星推荐！”

影片由《速度与激情》系列的金牌

制片人尼尔·H·莫瑞兹担任制片保驾

护航，将于 1月 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目前已开启预售。

（杜思梦）

本报讯 春节档爱情喜剧电影《情

圣 2》1月 10日在京举办“情圣来了”发

布会。吴秀波与肖央现场示范教学情

圣的“求生欲”和“必杀技”两项必备技

能。白百何则为广大女性提供情感自

愈妙招。导演宋晓飞、董旭介绍：“工作

家庭兼顾、辛苦一年的女性，希望春节

都有机会来看《情圣 2》，可以在欢乐中

得到温暖和理解。”

宋晓飞、董旭表示《情圣 2》是更宠

爱女性的，她们不是被选择，是有能力

选择，做自己才是最爽的。对于“情圣”

一词的理解，吴秀波认为：“所谓高高在

上的情圣最后都会回归本来的面目，

《情圣 2》也是一个回归本质的片子”；

白百何表示“没有什么情圣，我们都是

被感情剩下来的情种”。

《情圣 2》由吴秀波、白百何、肖央

主演，宋晓飞、董旭联合执导，新丽传

媒、上海淘票票、万达、华夏、狂欢者出

品。影片将于大年初一全国公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定档于 2019 大年初一上

映的奇幻贺岁大片《神探蒲松龄》近日

正式全面开启预售，成龙领衔主演，携

手阮经天、钟楚曦、林柏宏、林鹏、乔杉、

潘长江、苑琼丹、Luu Brothers、姜嫄群

星共贺新春，陪大家一起欢乐过大年。

据介绍，《神探蒲松龄》是今年春节档唯

一一部奇幻大片，此次电影预售全面开

启，并有限时 19.9元超强优惠票价，强

势助力越发浓厚的春节氛围！

《神探蒲松龄》的视觉特效工作由

国内顶级特效团队，阿甘领衔的制作团

队耗时一年潜心打造，据不完全统计，影

片一共涉及了216幅场景概念设计图，

2198张分镜头图稿，162件特殊道具制

作，是世界上首次使用泡沫打印技术置

景，有着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电影机械

装置，搭建了20000平米全内景摄影棚。

影片由刘晓光监制，严嘉执导，是

爱奇艺影业投资出品的头部作品，讲述

了成龙饰演的蒲松龄执阴阳判化身神

探，与捕快严飞联手追踪金华镇少女失

踪案的故事，蒲松龄带领“包打听”、“屁

屁”、“忘忧”、“千手”等一众小妖深入案

情，在找寻真相的过程中，牵扯出一段

旷世奇恋。 （木夕）

本报讯 由追光动画、华纳兄弟联合

出品的魔幻巨制动画电影《白蛇：缘起》1
月11日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银幕。片方也

于当日曝光了片中亮点角色小狐妖的精

彩片段，片段中小狐妖妖媚登场，萝莉般

的外表，美艳蚀骨的造型，一颦一笑间尽

显风情。此前，《白蛇：缘起》在全国举行了

两轮大规模点映，收获了观众的无数夸

赞，猫眼评分达到9.4分，淘票票9.2分。

作为追光动画联手华纳兄弟出品

的一部电影作品，《白蛇：缘起》结合当

代的审美趣味，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做

了些许的创新。片中无论是白蛇和许

仙的前世故事还是人物的设计都极富

想象力并且与原作完美衔接。影片于

上映前在全国举行了两轮大规模点映，

收获了无数观众给出的诚意好评，猫眼

评分更是高达 9.4分，淘票票也得到了

远超同档期影片的 9.2分，成为国产动

画电影得分最高影片。有观众被电影

的东方美所征服，夸赞“中国风景色太

美了，基本上每一帧都可以被拿来用做

壁纸”。还有观众被白蛇的前世爱情所

深深打动，“看完还在回想里面的台词，

‘为了找到他，即使没了这千年的修行

也值得’感动泪奔。” （赵丽）

本报讯《熊出没》第六部大电影

《熊出没·原始时代》曝光由火箭少女

101演唱的新年第一拜年神曲《福气拱

拱来》，同时发布歌曲音频及MV。组合

成员孟美岐、吴宣仪、段奥娟、赖美云分

别为快乐、福气、健康、财运“代言”，向

观众拜年。

全新片尾曲《福气拱拱来》，为观

众送上“金猪拱门，福气拱拱来”的祝

福。动感十足的鼓点，朗朗上口的曲

调，旋律抓耳，欢快易记，让人听了情

不自禁跟着哼唱。歌词魔性押韵，“新

一年气势如虹”、“会发财”、“好运不请

自来”等词语，表达着对大家新一年的

美好祝福。

MV中，火箭少女101成员与熊大、

熊二、光头强在《福气拱拱来》共跳“福

气拱拱舞”，拉着熊二点爆竹的赖美云、

给光头强发红包的孟美岐、围着篝火跳

拱拱舞的原始时代庆祝方式，洋溢着喜

庆热闹，营造出浓厚的新年气氛。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拱拱舞的元素与春节息

息相关，恭喜发财的拜年手势、小猪拱

拱的淘金动作，让人过目难忘。结合魔

性洗脑的旋律，让观众不由自主跟随音

乐、和着舞步“拱起来”！据悉，《熊出

没·原始时代》将在全国启动大规模的

“福气拱拱舞”挑战赛。

影片将于大年初一 2D、3D 同步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柏林电影节近日公布一

批主竞赛单元入围作品名单，由中国

导演王小帅执导的影片《地久天长》位

列其中，这也是他第三次入围柏林国

际电影节，之前他凭借《十七岁单车》

以及《左右》分别获得评委会大奖和最

佳编剧银熊奖。

《地久天长》由王景春、咏梅领衔

主演，齐溪、王源、杜江、艾莉娅、徐程、

李菁菁、赵燕国彰等主演。影片讲述

了两个家庭因为一次意外而生缝隙，

甚至其中一家由北方远走遥远的南

方，相隔三十年后再度聚首。

王小帅阐述自己创作初衷时表

示，“生命只有一次，而告别竟如此漫

长。”此外，《地久天长》也是王小帅“家

园三部曲”中的首部作品，与王小帅以

前的作品相比，《地久天长》时间跨度

更长，叙事背景也更为宏大。选取跨

度三十年之久的时间横轴，根据导演

阐述是因为“每一次的社会变迁，都会

给每个人的生活，甚至一生的命运带

来影响”。

（杜思梦）

本报讯 纯爱电影《我想吃掉你的

胰脏》将于1月18日全国上映。电影近

期在北京举办了别出心裁的首映礼和

全国 19 城超前观影场，获得观众一致

的好口碑。

在刚刚曝光的终极预告中，看似完

全不同的两人，在日常点滴相处中，温

暖了彼此的心，成为了对方心中的那缕

阳光。他们之间的感情，超越了友情与

爱情，超越了言语能诠释的范围，唯有

一句“我想吃掉你的胰脏”是两人心灵

默契的不谋而合，也是想永远活在彼此

灵魂中的美好愿景与希望。

在《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全国超前

观影后，许多观影者也认为动画营造出

了有别于真人的浪漫意境与纯真情

感。许多情侣观众更表示影片“感人至

深，真挚至极”。

《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将于 1 月 18
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1月11日，周星驰作品《新

喜剧之王》在京举办“疾风前行”发布

会，导演周星驰与主演王宝强现场亮

相，首度解读电影里的种种细节。

当天王宝强称自己才是这部影片

的“女一号”，而这部电影更让他回忆起

当年跑龙套的艰苦岁月，说到动情处一

度哽咽，“跑龙套很不容易，我也付出了

很多代价，但我知道没有人能把我打

倒，我会坚强地奋斗到最后，所以我才

有今天跟星爷合作的机会。”

现场首次公开了电影主题曲《疾

风》的MV，周星驰坦言此次成立“疾风

限定团”的初衷，和他决定拍摄《新喜剧

之王》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想要鼓励

每一个在追梦路上坚持努力奋斗的小

人物。

周星驰透露，自己将 20 年间的感

悟凝结成两个字融入了电影，“希望大

家到时候可以感受到力量。”而“疾风

少女”们也现场分享了对“喜剧之王”精

神的理解，还从主题曲《疾风》中概括出

“疾风精神”：“努力奋斗、坚持梦想，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只要不

认输，就是成功！”

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王宝强、鄂靖

文、景如洋、张全蛋、张琪、袁兴哲、黄骁

鹏、蔡哲睿、苗溢伦共同出演，大年初一

正式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奥斯卡金牌团队

制作出品的励志亲情动画电影《养家

之人》在北京举办首映礼。爱尔兰大

使馆参赞作为制作国家的代表上台，

代表《养家之人》的主创团队卡通沙

龙，向中国观众的深情支持表达诚挚

感谢。《养家之人》的中方合作团队代

表也上台讲述了《养家之人》背后的深

刻故事，让现场观众对其中的故事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

该片改编自畅销小说，讲述了阿

富汗小女孩帕瓦娜对抗命运，守护家

人的故事。该片由来自爱尔兰的卡通

沙龙工作室制作，获得过奥斯卡提名

以及安妮奖等独立奖项，在各大评分

网站都获得高分评价，并被豆瓣评为

年度最佳动画。

《养家之人》已于 1 月 11 日全国

热映。

（郑中砥）

《疯狂的外星人》发“囚禁”版海报

《情圣2》宣发瞄准女性观众

《神探蒲松龄》预售全面开启

周星驰将20年感悟融入《新喜剧之王》

火箭少女101开唱

《熊出没·原始时代》片尾曲及MV发布

《白蛇：缘起》上映获好评

《地久天长》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我想吃掉你的胰脏》终极预告发布

《养家之人》全国温情首映
《密室逃生》提前观影获赞

本报讯 1月 13 日，由王巍执导的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在京举办

首映礼，导演王巍率众主创出席并与

观 众 分 享 创 作 心 得 ，“ 真 人 版 乐

乐”——表情包“红人”泽成惊喜空

降。众多媒体和业界嘉宾与 500 多位

亲子观众一起，共同见证这场热血燃

烧而又充满温暖的科幻世界冒险之

旅。影片“燃”中带泪的故事情节，让

前来观影的亲子观众动容，被家长认

证为“成长必看的英雄动画电影”。

首映礼现场，导演王巍与观众分

享创作中的感悟，他表示《钢铁飞龙

之奥特曼崛起》创作中最大的难点就

是如何讲好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

珠江影业董事长、总经理张海燕也表

示：“这个电影的主题是爱与勇敢，是

小朋友从小就要培养的品质，我们选

择出品这部电影，也希望带给小朋友

们一个充满爱与勇敢的寒假！”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由广

州蓝弧动画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亚

细亚影视制作发行有限公司、广东

昇格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珠江影业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长江电影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中影北方

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佛山立新

影业有限公司出品。作为一部“燃”

与情并重的热血英雄动画电影，以

精良制作和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引

发观众广泛好评，1 月 18 日将正式

“燃起寒假的英雄热”，期待与全国大

小观众一起，为爱出发。

（郑中砥）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首映获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