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目前，电影《冬去冬又来》

正在全国艺术联盟公映。这部聚焦家

庭巨变、女性命运的艺术片的各大看

点也逐一揭晓。

多舛家庭折射时代沉浮

《冬去冬又来》聚焦 1944 年的

东北农村，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

时代裹挟下几经沉浮的命运。为

反映农村生活百相，全片在场景选

取上凝练又颇具代表性，从一家五

口的封闭院子中，观众得以窥见整

个时代的缩影。《冬去冬又来》围绕

着宗族的血脉传承展开，尴尬与小

戏谑层出不穷，这是导演对封闭思

想的细微嘲弄，更是对特定历史时

期下普通人遭遇的悲悯。

失语女主角突显群体命运

影片中只有一个女性角色，取名为

“坤儿”，是导演别有深意的设定——乾

为天，坤为地，土地一直被压迫着，正如

坤儿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不幸命运。

她自小丧失语言能力，被乾四爷收留，

最大的作用便是为家族生一个子嗣。

在邢健导演看来，她是中国传统家庭女

性的缩影，有着坚韧、宽厚、隐忍的优秀

品质，但也承受着悲情的宿命，这个角

色一定会让很多观众产生共鸣，也值得

大家去思考女性主义的真谛。

至纯至暗打造影像美学

在处女作《冬》中，邢健导演以黑

白影像风格，为自己树立了独特的标

识。在《冬去冬又来》中，他再次用至

纯至暗的画面，塑造了影片深邃的美

感。导演曾解读“这个女人的生命里

只有冬天，色彩只有黑白”，也呼应了

影片凛冽的女性悲歌。

颜丙燕高强奉献“演技神作”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汇集众多新老

实力派演员。颜丙燕在片中饰演被战

争摧残、丧失语言能力的女主角坤儿，

在片中无一句台词，只靠表情、眼神与

肢体语言推动情节，于无声中打动观

众。国家一级演员高强在片中饰演乾

四爷，成功塑造出一个保守封建又命运

多舛的宗族大家长形象。 （猫叔）

2020.11.18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林莉丽林莉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映画·广告 9

◎ 映画

《除暴》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以

张隼为首的“老鹰帮”猖狂至极，犯下

惊天连环劫案，挑衅警察！刑警钟诚

带领警察小队“咬死不放”，多次你死

我活的较量，悍匪愈发猖獗，双方展开

殊死对决。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剧情/悬疑

导演：刘浩良

编剧：刘浩良

主演：王千源/吴彦祖/春夏/卫诗雅

出品方：英皇/正夫影业/联瑞影业

发行方：联瑞影业

《天下无拐》

从小女孩妞妞被蒋三犯罪集团

成员宝仔和黑妹顺手牵羊拐走的故

事讲起，描述了妞妈和妞爸千里寻

女的坎坷经历,同时也歌颂了警察高

峰深入一线、临危不惧的打拐英雄

形象。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鑫

编剧：熊相仔

主演：吕良伟/郑昊/王婉娟/赫子铭

出品方：神州艺海/心和缘文化/新
欣和缘/吉祥九鑫/欣合心影视

发行方：神州艺海

《妈祖回家》

建国初，福建沿海小船主吴天桂

不堪忍受三个老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荒唐生活，一家人阴差阳错与台籍老

兵林奇伟一同踏上了私渡台湾的危险

旅程，遭逢妻离子散、历经磨难的命运

突变。吴天桂穷途末路之时，走进了

宜兰的一座妈祖庙中，受妈祖圣像的

庇佑，他的生活开始迎来转机。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蒲剑

编剧：王鸿

主演：赵亮/葛玟希/关德辉/方清平

出品方：千秋妈祖文化/青年电影

制片厂/莆澳投资/中盛神话/沸点文化

发行方：恒业影业/华夏

《气·球》

主人公达杰一家因一只普通的避

孕套卷入了一系列尴尬而又难以抉择

的事件当中，他们原本宁静的日常生

活被彻底打破，生老病死如日月流转，

当灵魂遭遇现实的挑战，该如何抉择？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剧情

导演：万玛才旦

编剧：万玛才旦

主演：索朗旺姆/金巴/杨秀措

出品方：盛唐时代/工厂大门/嘛呢

石/文投控股/九州中原/爱奇艺

发行方：聚合影联/如日之升

《海兽之子》（日本）

故事以一名叫琉花的少女在暑假

时和两名神秘少年相遇为起点，见证

了生命以大海为起点和终点，诞生死

去，循环往复，并从中理解了生命的意

义，获得内心的成长。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动画

导演：渡边步

编剧：木之花咲/五十岚大介

配音：芦田爱菜/石桥阳彩/浦上晟周

出品方：日本超越都市有限公司

发行方：中影

《末日逃生》（美/英）

两颗彗星正在朝地球运动，人类

即将在24小时内面临毁灭性撞击，然

而政府封锁了内部消息，在格陵兰建

造了堡垒，只允许部分人类进入。建

筑工程师 John 获得了进入堡垒的机

会，带着一家三口踏上了去往格陵兰

的末日逃生路。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灾难/动作

导演：里克·罗曼·沃夫

编剧：克里斯·斯帕林/里克·罗

曼·沃夫

主演：杰拉德·巴特勒/莫瑞娜·巴

卡琳

出品方：英国安东资本娱乐公司/
美国STX影业

发行方：中影

备受瞩目的《汪汪队立大功之

超能救援》已于11月13日在全国影

院上映，自公布档期起，剧场版电影

就收获了不少人气。许多家长表

示：这是孩子今年最期待的剧场版

电影，也是 2020年自己陪孩子进电

影院看的第一部作品。《汪汪队立大

功之超能救援》上映以来，一路在亲

子观众群体间引发了大量讨论与关

注，掀起了一波“勇敢狗狗”热潮。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超能

力狗狗！

不少小影迷们在走出电影院

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汪汪队是

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吧”；“想要和

好朋友们再来看一次”；“汪汪队太

欢乐了”。作为超人气儿童冒险 IP
《汪汪队立大功》剧场版电影，无论

是炫酷的科技装备还是丰富的救援

知识，都全面开发了孩子的想象力

与求知欲。《汪汪队立大功之超能救

援》让小朋友们在一场观影体验中，

既能收获快乐，又能学到实用的救

援知识。

逗趣的冒险情节在俘获小朋友

的同时，也“圈粉”了不少成年观众，

“好多情节设置得很巧妙，比较益智

的一个剧场版电影，大人看也很有

意思”；“这是 2020年第一次带着孩

子进电影院，她很喜欢，我们也就都

开心了”；“推荐全家来看，可以有很

多感受而且非常欢乐”；“这部剧场

版电影教会了孩子们珍惜朋友”。

作为风靡全球的儿童冒险 IP，

《汪汪队立大功》系列动画一经推出

就受到世界各地家长与孩子们的热

烈追捧。自2013年开播以来已翻译

成超过 30种语言，该系列不仅在美

国学龄前动画片中收视率排名第

一，而且在全球 11个国家中拥有超

过 2000万观众，具有强大的市场影

响力。自2015年引进国内以来，《汪

汪队立大功》系列剧集在上线的国

内主流视频网站中获得了超高点击

率。2017 年，《汪汪队立大功》系列

动画登陆CCTV少儿频道、金鹰卡通

等少儿频道，被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们熟知与喜爱。

《汪汪队立大功之超能救援》剧

场版电影目前正在热映中，勇敢狗

狗、不怕困难，快来影院和超能汪汪

队见面吧！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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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江志强监制，宋灏霖、

伊力奇执导，陈立农、李现领衔主演的

双男主奇幻电影《赤狐书生》即将在12
月 4日全国上映。影片近日发布最新

预告片，狐妖李现的“口袋军师”——

杨紫正式曝光。

原来狐妖李现为了顺利取丹，掳

走了“妖界第一镜”做军师。一路上，

军师杨紫不仅帮狐妖李现出谋划策，

还展现了强大的吐槽技能。斗嘴不

断，十分有趣。杨紫此次声音出演，把

“语言技能”开到满点。李现、杨紫再

次合作，尝试隔空搭戏，依旧默契十

足。不知道这对将斗嘴进行到底的组

合，还会有怎样的故事。《赤狐书生》将

于12月4日全国上映，有笑有泪，奇幻

贺岁。 （木夕）

本报讯 日前，巴基斯坦军事影

片《翱翔雄心》在北京举行“有国才

有家”电影首映礼，首映礼现场，巴

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宝林、

巴基斯坦领事馆各级官员、专家学

者和在京的巴基斯坦学生等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巴基斯坦电影时隔 45
年再登中国大银幕这一难忘时刻。

《翱翔雄心》讲述了巴基斯坦空

军军人为守护祖国安宁，毅然踏上

反恐征程的故事，真实呈现巴基斯

坦军人作战时的英勇姿态和动人的

家国情怀，令观看首映的观众纷纷

被打动，留下感动的泪水。

首映礼现场延续了观影时的感

动和震撼氛围，巴基斯坦驻中国大

使莫因·哈克表示：“《翱翔雄心》融

合了军事、动作、爱情等众多因素，

电影中展现的翱翔于天际的枭龙战

机也象征着中巴友谊，未来希望越

来越多的巴基斯坦电影能够被引进

到中国，让中国观众感受巴基斯坦

的风景和人文风情。”

首映礼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军事分享会，特别邀请到知名军

事评论家肖宁和知名影评人“法兰

西胶片”，军事专家与影评人的跨界

对谈吸引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肖

宁表示，在中国空军成立 71 周年空

军节这天，看到一部讲述巴基斯坦

空军的电影感到非常应景，看到电

影中出现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

机，作为军事迷特别激动，枭龙战机

正是两国友谊的最好见证。在谈及

《翱翔雄心》对我国军事电影有哪些

借鉴之处时，“法兰西胶片”也对影

片给予了高度赞赏，他表示：“电影

的品质和工业化，让人眼前一亮，人

物的塑造真实生动，与观众也更容

易产生共鸣。”

据悉，《翱翔雄心》由巴基斯坦

莫米娜·杜莱德制片公司，巴基斯坦

哈姆影业联合出品；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北

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有限公司协

助推广；北京大火影业有限公司，恒

业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策略支持。

（林琳）

本报讯 日前，两部正能量满满的

“治愈系”国产电影先后来到郑州举办

路演活动，在初冬时节用影像传递温

暖力量。

11月10日，电影《天堂的张望》导

演杜斌，主演朱梓玥来到郑州奥斯卡

影城航海路丹尼斯店，出席映后见面

会，分享了拍摄影片的初衷以及幕后

故事。杜斌导演表示，在2005年的时

候便被故事中原型人物的事迹打动，

一直将这个人物和故事装在心里。此

次在影片中饰演小女孩张望的朱梓

玥，是杜斌导演从2000多个儿童演员

中挑选而来，她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

也没有让人失望。

11 月 15 日，电影《如果声音不记

得》主演章若楠、孙晨竣现身郑州奥斯

卡大上海影城，与媒体记者和观众进

行近距离互动。许多观众在观影时泣

不成声，几位身患抑郁症的观众勇敢

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主创们暖心安

慰传递温暖治愈力量。 （刘溪）

本报讯 章宇、宋佳、王砚辉领衔

主演的犯罪电影《风平浪静》正在热

映。影片上映11天票房突破7200万，

成为今年最卖座的华语犯罪片。日

前，片方宣布影片入围第五届澳门国

际电影展主竞赛单元，并相继得到了

多个国际影展的邀约。

电影《风平浪静》自启动宣传以来

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入选预售票一

秒售空，到平遥国际电影展展映豆瓣

开分7.6，再到成为华语青年电影周的

开幕影片，如今又入围澳门国际影展

主竞赛单元，并相继得到了多个国际

影展的邀约，好电影好演员一路乘风

破浪，好评如潮。

该片自上映后，凭借其锋利的现

实性和上乘的质感获得各领域文化名

人、著名学者的力荐。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表示看完

非常震撼，“这部电影中人性、法制、正

义、亲情的戏剧冲突太多了”，并直言

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在为宋浩的人生设

想解决方案，“虽然片中没有给出看似

美好圆满的结局，但我还是很满意宋

浩最终的解决方案”。

该片的摄影、音乐得到专业电影

人的称赞与喜爱，电影美术师孙子轩

夸赞影片“在情绪上的把控让人非常

过瘾”，并表示电影让自己感同身受。

而 UCCA 电影策展人林立评价“从镜

头调度、演员表演到诗意化的表现风

格，都能看得出导演的用心”。

电影《风平浪静》是“HB+U”黄渤

新导演计划的作品之一。该片由厦门

猫影、天津猫眼微影、福建平潭突燃影

业、上海瀚纳影视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1月 15日，电影《妈祖回

家》“同心相聚”首映礼在京举办。导

演蒲剑及四大女主演葛玟希、刘芳、秦

子然、赫林均悉数到场。

作为一部讲述两岸人民乡情故

事的轻喜剧，男主吴天桂（赵亮饰）

与三个老婆的故事让看过影片的人

也有些忍俊不禁。而此次首映礼，

官方也邀请到了吴天桂的“三位老

婆”与另一位留守台湾的“单亲妈

妈”柯翠兰（赫林饰），可谓四大“娘

子军”齐亮相。赵亮虽未到场，也录

制 VR 遥祝电影票房热卖，并调侃自

己在家里是“端水大师”，必须要一

碗水端平才能“Hold 住”三位个性迥

异的老婆。谈及影片，四位女主演

谈到在特殊时代下，作为女性生存

与生活的不易。很多时代下的女性

都选择了爱与牺牲，随着时代进步，

女性地位与话语权的提升，也让大

家在看待过去的历史时会更有感

触。

作为一部登陆银幕的妈祖文化电

影，《妈祖回家》让影迷们更多找到了

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两岸人民的那种

虔诚的联结与浓厚的乡情共鸣。妈祖

不仅成为两岸人民的文化纽带，也是

使其联结更加紧密的精神图腾。导演

蒲剑谈到创作的缘由时表示：“现在能

将两岸同胞的内心联结在一起的，一

个是文化，一个是乡情。首映主题‘同

心相聚’，就是期待两岸同胞实现聚首

的时刻”。对于拥有共同精神文化信

仰的两岸同胞来说，对妈祖文化的虔

诚信仰让两岸人民能够有更深刻的感

情联结。

《妈祖回家》由福建省千秋妈祖文

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青年电影制片

厂出品，莆澳（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中盛神话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大爱妈祖（福建）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福建沸点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将于 11 月 20 日全国上

映。 （林琳）

《翱翔雄心》国内热映
以家国情怀传递中巴友谊

《冬去冬又来》发布四大看点

“治愈系”两部影片郑州路演

《风平浪静》入围澳门国际影展主竞赛单元

乡情轻喜剧《妈祖回家》在京首映
同心相聚表达美好祝福

《赤狐书生》发布新预告
李现“绑架”杨紫做“口袋军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