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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映画

《一秒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西

北某地，没赶上放映的张九声怅然

若失，他悄悄从农场溜出来，就是为

了看一场电影，他相信在那盘胶片

中，有他已经去世的女儿的“一秒

钟”影像。

上映日期：11月27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艺谋

编剧：张艺谋/邹静之

主演：张译/刘浩存/范伟/余皑磊

出品方：欢喜首映/欢喜传媒/欢
十喜/猫眼微影/安乐/欢欢喜喜

发行方：猫眼微影

《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版》

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

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寻找新的家园。

上映日期：11月27日

类型：科幻

导演：郭帆

编剧：龚格尔/严东旭/郭帆/叶
俊策/杨治学/吴荑/叶濡畅

主演：屈楚萧/赵今麦/李光洁/
吴孟达/吴京

出品方：中影/京西文化/郭帆文化

发行方：中影/京西文化

《闺蜜心窍》

准空姐宋婉嵚与闺蜜意外遭遇

“鬼领路”进入了一幢处于墓地群中

的荒宅。这里怨气丛生，他们之间

的身份也发生了诡异变化，恐怖事

件随之而来。

上映日期：11月27日

类型：惊悚

导演：洪斗贤

编剧：洪斗贤

主演：金晨/姜潮/朱璇/段小环

出品方：红岩文化

发行方：基点影视

《疯狂原始人2》（美）

原始人咕噜一家出发寻找完美

家园，途中邂逅了更文明的贝特曼

一家，新的历险故事由此展开。

上映日期：11月27日

类型：动画/喜剧

导演：乔尔·克劳福德

编剧：柯克·德·米科/丹·哈格

曼/凯文·哈格曼/克里斯·桑德斯

配音：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

通/瑞安·雷诺兹

出品方：环球影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电影《一秒钟》近日发布终

极预告揭开影片故事线。张九声（张译

饰）为看女儿一秒钟的影像不惜冒重罚

穿越千里黄沙，拔刀相胁、崩溃哭喊等

极具爆发力的片段露出。同时发布的

终极海报则以记录着电影中的一帧帧

珍贵画面的胶片做底，再次致敬那个以

电影为重要精神食粮的胶片时代，三位

主要人物集合亮相，表情凝重、饱含深

意，令人好奇他们背后的故事。

《一秒钟》讲述了为看女儿影像不

惜冒重罚穿越千里黄沙的张九声，偶遇

寻找废旧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刘浩存

饰）和从不失误的电影放映员范电影

（范伟饰），并结下不解之缘的故事。

终极预告中，刘浩存饰演的“刘闺

女”充满灵气，张译、范伟两位实力演技

派同框“飙戏”看点十足。预告初始，张

译凶狠提刀相胁、怒目而视，范伟秒怂

殷勤回应，瞬间使得两个角色形象立体

生动起来。此外，预告片中范伟回应张

译喃喃自语“争什么呢，和大人争什么

呢”时的宽慰，与最后给张译放映时的

小心翼翼，代入感极强。

电影《一秒钟》由张艺谋执导并参

与编剧，张译、刘浩存、范伟主演，欢喜

传媒、天津猫眼微影、安乐影片出品，11
月27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悬疑冒险电影《古董局

中局》近日发布先导预告，雷佳音、

李现、辛芷蕾、葛优的角色形象正

式曝光。

《古董局中局》的故事因一尊

从日本归还的佛头展开，牵扯出一

段古玩界的隐秘往事，预告中一闪

而过的线索和细节初现佛头之谜

的复杂。为呈现更真实的古玩江

湖，剧组向专家借用了 31 件真实的

古董。

为打造一个奇诡纷乱的古玩

江湖，《古董局中局》在制作上同样

精 益 求 精 。 电 影 设 计 图 纸 多 达

3000 张，涉及全片 38 个场景及无

数细微的道具，其中面积最大的拍

摄场景占地 20 亩，制景和陈设耗时

21 天，既保证年代特征和生活气

息，又展现出古玩江湖独特的魅力

和氛围。同时，剧组收借了大量的

古玩道具，最多时一个场景便动用

了 15000 件。为保证呈现在大银幕

上的古董细节真实可考，电影还向

古董专家翟建民先生借用了 31 件

珍贵的古董，导演郭子健透露“年

代最久远的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文

物”。

《古董局中局》由英皇电影出

品，出品人杨受成、总监制韩三平、

导演郭子健、制片人梁琳，由马伯

庸同名小说改编，雷佳音、李现、辛

芷蕾领衔主演，葛优加盟出演，电

影将于 2021 年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爱奇艺出品的纪录电影

《棒！少年》日前宣布定档 12月 11日，

影片历时两年拍摄，耗时近三年剪辑，

展示了一卷生命力蓬勃的少年群像：

一群背负沉重生活包袱的困境少年，被

选进一个特殊的爱心棒球基地，接受前

奥运国手孙岭峰、70 岁传奇教练“师

爷”张锦新的魔鬼训练。

影片背后，蕴藏着一个感人故事。

前中国棒球国手孙岭峰退役后，尝试以

各种角色推广棒球运动。他希望用体

育改变更多的人。5年前，孙岭峰创办

了爱心棒球基地。他辗转全国各个贫

困地区，接收符合条件的“困境少年”并

带回基地培养，不仅负责他们的生活，

还提供棒球训练和文化课教育。如今，

棒球基地已有67个孩子，按照约定，他

们将被基地无偿培养至18岁。孙岭峰

说，“如果没有棒球，我就是一流氓。”在

这群少年的人生赛场上，棒球，是他们

叫板命运的武器。

主创团队表示，希望借由影片，唤

起广大观众对于全国4000万困境儿童

的关注。出品方介绍，《棒！少年》除了

将于院线公映的纪录电影外，还将制作

6集纪录片剧集，将于明年初上线爱奇

艺纪录片频道。 （木夕）

本报讯 近日，在《你好，之华》中饰

演“之南”的女演员邓恩熙主演的青春

犯罪题材电影《少女佳禾》发布定档预

告，宣布将于12月11日上映。

影片讲述初中少女李佳禾无意间

撞见三年前害死自己母亲的少年于镭，

于是一个秘密复仇计划悄然展开的故

事。该片获得了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

故事片、最佳导演处女作的提名。

（影子）

本报讯 电影《唐人街探案3》将于

2021 大年初一上映，5 年时间中，《唐

探》系列用两部电影和一部网剧，构建

了一个属于侦探的世界。

日前，陈思诚在 B 站发布会上宣

布，《唐人街探案》将开发动画番剧，并

将动画版落户于B站，继续丰富“唐探

宇宙”的故事。

在《唐人街探案》动画正式上线之

前，电影《唐人街探案3》将率先与观众

见面。王宝强、刘昊然继续着全球探

案之旅，来到东京破解密室案件。前

两部电影和网剧中埋下的条条支线，

也将在这一部电影交汇。 （田心）

本报讯 11月 22日是我国二十四

节气之一“小雪”。电影《吉祥如意》

发布“小雪”特别版海报，并配文“小

雪至，冬伊始，给家人一个拥抱以对

抗冬日的寒流。”

《吉祥如意》是大鹏首次导演现

实题材影片，讲述一次不同寻常的春

节家庭聚会以及一对十年未见的父

女，源自大鹏的亲身经历。此前，影

片曾入选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奖和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镜

界”单元展映。

影片旨在探讨亲情主题，故事围

绕一个大家庭的过年聚会展开，其中

的生活细节颇丰，具象化地呈现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俗语。该

片将于明年1月29日上映。

（影子）

本报讯 周楠执导，杨颖、李鸿其

主演的电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日

前发布角色海报及一组全新剧照。

此次曝光的全新剧照“甜宠升

级”，赵希曼与费力肩并肩漫步在圣诞

老人村的雪地上，他们或注视着对方

笑到眼角变弯，或看着对方手机相册

中的自己面带微笑，还有旋转木马上

开怀大笑的希曼和夜空下虔诚许愿的

费力，每个画面都满足关于爱情的所

有想象，令人猜测两人的爱情究竟在

哪个瞬间降临。

影片由华人影业、引力影视等出

品，12月24日正式上映。

（田心）

本报讯 易小星执导的喜剧电影

《沐浴之王》日前发布一组“王者归来”

版角色海报，彭昱畅、乔杉、卜冠今、苇

青、金世佳、张本煜纷纷化身“王者”各

展绝技。电影讲述了“兄弟澡堂”彭昱

畅跟随乔杉学习搓澡技艺过程中所发

生的一系列欢笑故事，将于12月11日

全国上映。

此次曝光的“王者归来”角色海报

风格抢眼，黑白色调展示不一样的沐

浴文化，尽显潮酷质感，暗示每个角色

都大有来头，这些看似“青铜”级别的

小人物，实际却是隐藏的“王者”。

易小星将故事设定在澡堂，不仅

呈现出东方沐浴文化，也利用这个特

殊空间让主题更添张力。在剥离了象

征阶层和身份的衣装之后，昔日“王

者”肖翔与“青铜”周东海成为兄弟，体

验到小人物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人情冷

暖，亦通过对搓澡技艺的勤学苦练朝

着沐浴行业的“王者”发起冲刺。

（影子）

本报讯 电影《藏地奇兵》日前

杀青。影片由演员秦岚担任出品

人兼艺术总监，张楚晗担任总制片

人，张著麟、李希杰、温子迅执导，

魏千翔、屈菁菁、邢瀚卿、吴静怡、

吴骏超、陈剑、杨青竹主演，吕颂

贤特别出演。

电影改编自巴娃的同名畅销

小说，开篇之作讲述考古团队穿越

原始秘境寻找格萨尔王遗迹的探

险故事。

（田心）

本报讯 日前，在四川宜宾临港

经开区龙峰社区公益电影放映现

场，观众们对映前放映的一部宣传

片《筑牢“清风自然”廉洁防线》格外

关注，这是宜宾市纪委监委继去年

开展“清风满三江”廉洁文化电影宣

传进基层活动以来今年再启此项活

动。

为积极响应让全面从严治党各

项措施和成效“飞入寻常百姓家”要

求，根据宜宾市纪委监委开展“清风

满三江”廉洁文化电影进基层活动

总体安排部署，今年，驻宜宾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创新工作

方法，结合自然资源系统查处违法

建筑和工作人员在执法监察过程中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

例，精心制作了《筑牢“清风自然”廉

洁防线》宣传片，在翠屏区、叙州区、

南溪区和临港经开区所辖行政村，

通过映三江农村电影院线实施的公

益电影放映工程宣传平台，进村入

户全域覆盖放映 1300 余场。这也

是宜宾市首个行业系统开展廉洁文

化电影宣传。

临港经开区龙峰社区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李永庭，也是一名公益电

影放映员，他说：“放映廉洁宣传片，

不仅群众关注，对我们村干部也是

一个提醒。当前正面临三江新区建

设，征地拆迁是重要工作内容，要以

此宣传片案例为警醒，严格做到遵

规守纪。每场电影前每放映一次宣

传片，自己都在受教育。”

近年来，驻宜宾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纪检监察组与综合监督单位

建立了联系协同机制，通过厘清边

界强责任，镜鉴行动抓教育，全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扎实推进。今年

实施的廉洁文化电影宣传深入到了

辖区内所有行政村，也包括三江新

区十余所高校。 （张翰 曾健）

在学术活动方面，4 天时间里

将会有金鸡论坛首秀：盘点 2020电

影现象、青年导演论坛：电影人的传

承与创新、导演论坛：青年世代与文

化自信——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

2.0、学术峰会：时代变革与电影机

遇、中国电影投资大会高峰论坛等

多个论坛和相关交流活动。郭帆、

大鹏、李少红、万玛才旦、田羽生、饶

晓志、李霄峰、董润年、姚婷婷等创

作者，傅若清、王健儿、王长田、应旭

珺、顾思斌等企业家，尹鸿、陈犀禾、

丁亚平、陈旭光、刘藩等专家学者都

将参与相关讨论。

本届金鸡奖活动首次设立中国

电影投资大会，其中包括高峰论坛、

国贸金鸡之夜、厦门电影产业招商

项目推介等活动，旨在整合社会创

投资源，聚合影视资本力量，助力影

视产业发展。

此外，第二届金鸡电影创投大

会也将在系列活动的学术板块和观

众见面。本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于

8月1日启动征集，共收到符合报名

要求的项目 1021个。经过初评、复

评、中期路演，遴选出了包括《脐

带》、《冬牧场》、《南国雾语》、《不过

是来去此间》在内的前30入围项目

名单，它们将于11月26日在厦门进

行终评路演，角逐各类奖项。刘德

华、徐峥、黄建新担任本届创投大会

主评审，将与22位优秀电影制片人

组成的评审团一起，对入围项目进

行最终评选。

11 月 28 日，在第 33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评选委员

会将从 41 部初选入围影片中选出

最佳故事片、最佳中小成本故事

片、最佳儿童片、评委会特别奖、

最佳纪录/科教片、最佳美术片、最

佳戏曲片，以及最佳编剧、最佳导

演、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

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录音、最佳美

术、最佳音乐、最佳剪辑共计 19 个

奖项。

《一秒钟》发终极预告及海报
张译千里追寻只为看女儿一秒

电影《古董局中局》2021年上映

四川宜宾“清风满三江”
廉洁文化电影宣传再启

（上接第1版）

纪录电影《棒！少年》定档12月11日 《唐人街探案》将开发动画番剧

青春犯罪片《少女佳禾》定档12月11日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发角色海报

《沐浴之王》发“王者归来”海报

《吉祥如意》发“小雪”特别版海报

探险电影《藏地奇兵》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