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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再现李大钊故事

电影《火种》海南开机

本报讯 电影《猎狐行动》同名

主题曲 MV 近日揭晓，主题曲由白

举纲作词作曲、马伯骞创作 rap 词。

两人此前曾在公益活动同台，为爱

开唱。此次为电影《猎狐行动》首度

合作歌曲，默契更甚。MV还曝光了

许多新镜头，梁朝伟和段奕宏在巴

黎街头展开追逐大战，巷战斗狠火

力对决。

谈及创作灵感，白举纲坦承，歌

曲的主旨来自于电影中的一句话：

就算是个圈套，我也要去试一试，体

现出警察的坚毅勇敢和智慧。定下

“猎狐行动”的主题之后，首先想到

了把狐狸、圈套、追逃等元素融进歌

词里面，然后再添加了一些诸如“凯

旋之门”这种贴合剧情的意象，“希

望能够把人民警察‘有逃必追’的气

概传达给大家。”歌曲的风格主要想

体现出凯旋和自如，所以选择了用

Brass 作为基础乐器，同时用电子乐

做框架，让听到的人能够随着音乐

动起来。马伯骞歌曲中想表现人民

警察在海外追逃跨境追逐的飒爽英

姿，“在歌曲紧张的氛围中融入当下

流行的 trap 元素，让整首歌更加丰

富抓人耳朵，跟剧情环环相扣。”

伴随着霸气激昂的歌声，MV中

展现的一些片段真实地反映了猎狐

小队在海外追逃的艰难困苦，导演

张立嘉就表示：“这其实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大众对于刑警的印象

可能就是刀枪棍棒，但经侦警察或

者说猎狐小队不是这样的。”

电影《猎狐行动》根据海外追逃

真实案件改编，由张立嘉执导，梁朝

伟、段奕宏领衔主演，夏侯云姗、张

傲月、欧嘉·柯瑞兰寇等联袂主演、

将于 2021年 1月 8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出品的《神奇女侠1984》已在全国上映，

该片首周票房 1.2亿。日前，IMAX在京

举办了多场《神奇女侠1984》的观影会。

除《神奇女侠 1984》外，IMAX 公司

还正式宣布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

生》将经由 IMAX 专利的数字原底翻版

技术 (DMR)转制为 IMAX 3D 版本，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登陆中国

内地约 690家 IMAX影院，IMAX专属海

报和《新神榜：哪吒重生》特别合作款

IMAX 3D眼镜也在活动现场同步曝光。

《新神榜：哪吒重生》由追光动画、

阿里影业、博纳影业、哔哩哔哩影业出

品，泡泡玛特联合出品。电影讲述了封

神之战 3000 年后哪吒重生成为机车青

年李云祥，与卷土重来的龙族等仇家再

决生死的故事。在发布的 IMAX专属海

报中，“新哪吒”李云祥驾驶硬核机车驰

骋于东海市，铠甲元素赋予角色全新金

属机械感，高燃炫酷颠覆以往。

影片导演赵霁表示：“电影中许多

颠覆性的画面和视效，在 IMAX 大银幕

上将得到更精彩的呈现，希望大家春节

都去 IMAX 影院观赏这部电影，收获更

燃、更酣畅的观影体验。”

IMAX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周美惠

表示，《新神榜: 哪吒重生》用独特的创

意，给哪吒的故事做出全新解读。无论

是耳目一新的东方朋克视觉风格，还是

酷炫的视效和画面，都让人们惊叹于国

漫电影在制作水平上所取得的突破，我

们非常期待这部作品在 IMAX大银幕上

的呈现，也相信它将在春节期间为观众

们带来震撼观影体验。

（林琳）

本报讯 将于 2021 年大年初一

上映，由《绣春刀》系列导演路阳

执导，宁浩监制的奇幻动作冒险

电影《刺杀小说家》近日发布一支

全新预告，更清晰地展现了小说

改变现实的故事设定，娓娓道来

一场关于信念的奇幻冒险。“只要

相信，就能实现”，预告中小说异

世界和现实世界相互影响，两个

世界的人物命运交织相连，引人

遐想不断。

除了两个平行世界的故事设

定，新预告中每个人物也更加饱

满立体，尤其是被反派杨幂雇佣，

去刺杀小说家董子健的雷佳音。

电影中，杨幂雇佣雷佳音，去刺杀

小说家董子健。不同于以往电影

中帅气的杀手形象，预告中的雷佳

音十分邋遢，原来这次雷佳音有不

少被虐的戏，酒瓶子木板凳砸脑

袋、电话线勒脖子……被踹被打更

是家常便饭，明明是杀手，却是挨

揍最多的，这也让他忍不住“吐槽”

导演路阳，“不把我虐死不罢休”。

看似十分酷炫的杀手设定，却没想

到是片中挨打最多的人，更是被雇

主杨幂各种折磨，可以说是“史上

最惨杀手”。 （木夕）

本报讯 12 月 20 日，电影《火

种》在海南海口开机。

电影《火种》围绕 1919-1927
年和 1951 年两条时空线索，展示

李大钊同志矢志救国救民，传播

马克思主义，点燃中国无产阶级

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火种的故事。

开机仪式上，海南省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电影局局长符宣

国表示：“在这样重要历史节点推

出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火种》，体

现了当代电影人强烈的责任担

当。”编剧周振天表示，李大钊最

伟大的人格魅力让我们心甘情愿

去写，中间无论遇到什么坎坷，多

少风风雨雨要把这部戏啃下来，

写好李大钊的人格力量，写好李

大钊的生活细节，找到同频共情

的基础，与年轻观众在银幕前百

年对话。

据悉，《火种》另辟蹊径，不仅

描绘了李大钊作为一名革命先驱

者参与的惊心动魄的恢宏史实，

还展现出李大钊作为好师长、好

父亲、好丈夫生动鲜活的一面。

电影《火种》由陈剑飞执导，

周振天编剧，富大龙、姜武领衔主

演，周开开、王雨甜、刘鉴、杜旭东

主演，武姝彤担任总制片人。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

的 DC 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 1984》
已于 12月 18日正式上映。日前，该片

特别举行“神奇连线”中国首映礼，导演

派蒂·杰金斯、制片人查尔斯·罗文、主

演盖尔·加朵和佩德罗·帕斯卡四大主

创线上现身，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成都五城的影迷分享了影片台前幕后

的精彩故事。

在首映礼开场，因工作原因未能参

与连线的“豹女”饰演者克里斯汀·韦格

和男主角克里斯·派恩专门录制视频向

中国观众问好，克里斯汀·韦格认为《神

奇女侠 1984》将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并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克里斯·派恩

则表示很开心可以在影片中回归，这部

“完美的岁末电影”将让观众感受到“美

好温馨”。

随后影片的另外四大主创齐聚线

上，与中国观众展开互动交流。时隔三

年再度与影迷见面，饰演神奇女侠的盖

尔·加朵难掩激动之情，分享了戴安娜

的变化和成长：“这一次她将更加成熟，

更具人性。”导演派蒂·杰金斯则表示想

要展现神奇女侠在 80 年代的全新生

活，以及她达到巅峰的能量。此外，加

朵还谈到了与各位主创的合作，她坦言

大家组成了“神奇女侠大家庭”：“这是

我拍摄过难度最高的电影，但是身边的

人陪我共渡难关，让拍摄非常特别。”新

晋加盟、饰演反派麦克斯·洛德的·帕斯

卡佩德罗，凭借出色的演技在此前的媒

体观影后饱受赞誉，他在现场笑称自己

“一直想演坏人”，并表示自己的表演灵

感来自于 80 年代的背景和 DC 漫画中

的人物，导演也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作为今年不可错过的超级英雄电

影，《神奇女侠 1984》将为观众带来最

宏大炸裂的动作场面，制片人查尔斯·
罗文就揭秘了拍摄这些重头戏所遇到

的挑战，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剧组

创造了很多特殊的道具，拍摄过程也非

常复杂，无论是开场的亚马逊大赛，还

是神奇女侠与豹女的终极决斗，每一个

场景都激动人心。而谈到在这个特别

的12月让影片登陆全球影院，查尔斯·
罗文表示希望影片可以让观众感受到

新的希望。 （赵丽）

本报讯“太炸了，比第一部还

炸！”电影《拆弹专家 2》北京首映

后，第一批看过片的观众，不约而

同发出这样的感叹。

作为“拆弹”系列的续集，第二

部展开了全新的故事，炸点更密

集，甚至开场一分钟就有“炸机

场”的戏份。六场重点爆炸戏让

观众屏住呼吸，其中，“中心广场

爆炸案”看得泪目，“情侣绑架爆

炸案”令人悲愤，结尾的青马大桥

大爆炸，更让影厅内的紧张气氛

到达最高。不仅如此，此次在电

影《拆弹专家 2》中，还出现了前所

未见的“核弹元素”，杀伤力与毁

灭性更强悍，也让拆弹专家陷入

了更危险的境地。首映礼上，领

衔主演倪妮、主演马浴柯、洪天明

也来到现场与观众互动，分享了

许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除了视听上被“炸”到，《拆弹

专家 2》中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

强烈认可。此次，刘德华突破性

地饰演一位“残障拆弹专家”，面

临记忆的缺失，陷入了谜团重重

的爆炸案，还要演出“两幅面孔”，

表演相当出彩。刘青云和倪妮的

角色，一个是刘德华的“前兄弟”，

一个是刘德华的“前女友”，三人

之间的情感也搅动着观众的心。

结尾拆弹专家“用生命保护生命”

的精神，更戳中了观众的泪点，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

替我们负重前行。”

《拆弹专家 2》将于 12 月 24 日

贺岁档全国公映。 （木夕）

本报讯 由常远、李沁、沈腾、

乔杉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温暖

的抱抱》将于 12 月 31 日全国上

映，目前已开启全国路演。近日，

出品人、总制片人李亚平，导演兼

主演常远，主演王智、米可等主创

亮相天津南开大学及当地多家影

城，与影迷温暖互动，分享拍摄幕

后精彩故事。

首次携《温暖的抱抱》回家，常

远表示要先让天津的“家人们”看

一下自己的处女作。在谈及创作

初衷时，常远感触颇多，他表示：

“他（鲍抱）是很极致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喜感的人物，

深挖之后，还有很多感同身受的

东西在其中，我想让更多的人能

够有机会了解电影中涉及的这群

人。”

观影结束后，有观众表示，“这

个电影给我带来很多温暖，带来

很多的欢乐，给我们的人生启迪

会更多。”影片中写给小鲍抱的信

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而这也正

是影片中最让常远有共鸣的情

节。常远现场透露：“这封信是在

我儿子出生的前一天，我在家写

了三天写出来的，这是一种非常

细腻的情感。你只有真正把自己

放在情境里，去和主人公对话，你

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

的语言能够让他成长，能够让他

勇敢地去爱身边的人，勇敢地去

拥抱身边的人。”

此前，在长春、沈阳见面会上，

业内同行对该片给予了高度评

价，称《温暖的抱抱》是“2020 有温

暖、有喜感、有乐感、有心动、有情

怀、又有爱的一部电影”，观影过

程笑声不断，令人舒适又窝心，很

多观众也被其中的温情治愈所打

动。 （影子）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东方玄幻

电影《长安伏妖》在北京英皇影城

举办首映礼。该片总出品人张

琪、出品方代表赵红杰、总策划曾

虹源、总制片人张炜、制片人雷晨

钰、制片人柏舒漫、总发行人崔

楠、编剧仇明家、编剧吴军平、演

员保剑锋、迟帅、张磊、安琥、钟夫

翔、邱雨烁、蒋松廷等一众主创以

及特邀演员嘉宾沈陶然、曹禹澄、

何沐蓉到场亮相，分享幕后故事，

为影片首映助阵。此外，影片总

策划、上海瀚赢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虹源在致辞中表达了

对该片的期待与祝福。

《长安伏妖》讲述了妖魔伺机

卷土重来为祸人间之际，厨师李

长安误入漩涡临危受命，加入长

安六骑对抗妖魔拯救苍生的故

事。影片以保剑锋饰演的京城厨

师李长安的人物命运为主线，为

观众展现了一副盛世京城诡谲又

魔幻的伏妖画卷。片中有精锐的

“伏妖天团”六骑司，也有阴险狡

诈的宦官当权派；有不明立场的

各股势力，也有闻风丧胆的妖魔

鬼怪。在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李

长安和公孙玉跨越阶级的爱情在

正邪较量之下更显难能可贵。

影片另一个令人兴奋的亮点

则是延续了经典港片喜剧风格，

曾执导《喜剧之王》、《唐伯虎点秋

香》等经典影片的香港著名导演

李力持，不仅再次找来老搭档吴

孟达、罗家英，还力邀喜剧人贾冰

加盟，其中，吴孟达饰演的马三与

贾冰饰演的王诸葛因同为六骑司

成员，有非常多诙谐的日常互动，

笑料百出。可以说，插科打诨、卖

萌搞笑，《长安伏妖》仍然还是熟

悉的配方。

《长安伏妖》的视觉效果也非

常值得一提，据悉，为了最大程度

呈现逼真的东方奇幻场景，制作

方专程邀请了东欧、韩国以及国

内八大顶尖视效团队，用近一年

时间联合打造 1300 多个特效镜

头，大到盗墓大场景、青面獠牙肆

虐人间的火龙和各路妖魔鬼怪，

小到几乎能忽略不计的蚂蚁、细

微的水火纹路，以及各种妖术与

法术的展现，都及具冲击力。

据悉，《长安伏妖》由李力持、

王凯执导，保剑锋、克拉拉、孙耀

威、贾冰、迟帅、吴孟达、徐冬冬、

罗家英、张磊、安琥、钟夫翔、李子

雄、周韦彤、邱雨铄、蒋松廷主演，

将于 2021 年 1 月 8 日正式公映。

该片由浙江大叔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由中广飞木影业有限公司、中

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杭州云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宣发。

（影子）

《拆弹专家2》

香港某处发生爆炸案，前拆弹专家

潘乘风因昏迷于现场，被警方怀疑牵涉

其中。苏醒后的潘乘风只能一边逃亡

一边查明真相，然而，他的好友董卓文

和他的前女友庞玲却给他讲述了两段

截然不同的经历。有计划的爆炸案接

二连三发生，真相却越来越扑朔迷离。

上映日期：12月24日

类型：动作

导演：邱礼涛

编剧：邱礼涛/李敏/李升

主演：刘德华/刘青云/倪妮/谢君豪

出品方：寰宇娱乐/阿里影业/博纳

影业/英明文化

发行方：淘票票影视/寰宇娱乐

《晴雅集》

晴明承师父遗命，前往天都参加祭

天大典，与博雅不打不相识，从对手成

为搭档挚友，两人一同破解离奇案件，

揭开一段尘封百年的秘密，拯救苍生。

上映日期：12月25日

类型：奇幻/剧情

导演：郭敬明

编剧：郭敬明

主演：赵又廷/邓伦/王子文/春夏

出品方：禾和影业/最世文化/新经

典影业/上影/黑蚂蚁/浩瀚星盘/麦特文

化/乾坤星宇/猫眼微影/东阳三尚/中铭

盛世

发行方：上影/禾和影业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该片讲述毫无存在感的IT男费力

与光彩夺目的女孩赵希曼，经历了一段

被限定时间的恋爱的故事。

上映日期：12月24日

类型：爱情

导演：周楠

主演：杨颖/李鸿其/黄柏钧/王佳佳

出品方：引力影视/华人影业/合乐

影纪

发行方：引力影视

《封口者》

与男友吵架负气出走的罗雪来到

深山民宿散心，却无意撞破一桩凶案，

而凶案的制造者是一对看起来人畜无

害的少男少女。担心消息走漏，这对诡

秘男女将罗雪囚于阁楼中，随着罗雪的

“男闺蜜”苏文的介入，事情变得越来越

不可收拾，真相也逐渐露出水面。

上映日期：12月24日

类型：悬疑/惊悚

导演：蔡明

编剧：蔡明

主演：左溢/安宁/裴筝筝/马翰

出品方：行阔传媒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光语者》

记录下了一群生活在北极小城朗

伊尔的人，讲述了他们在极夜中的生活

故事，勾勒出人们对光的渴望、追逐和

依恋。

上映日期：12月21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孙辉/冯冯/杨紫云/周全

主演：刘杨

出品方：极光映像传

发行方：极光映像传/影加科技

《奇妙王国之魔法奇缘》

一天安瑟公主发现母后蕾娜女王

被邪恶的魔法诅咒，为了拯救母亲，安

瑟踏上寻找魔法宝石之旅，在途中她与

好友卡菲遭遇魔兽的攻击，并结识了精

灵仙子纳塔西亚和两位守护者风奇和

雷奇，也得知了魔法宝石的秘密。

上映日期：12月26日

类型：动画

导演：陈设

配音：卢瑶/张洋/陈新玥

出品方：蓝亭影业

发行方：影时空文化

《心灵奇旅》（美）

讲述了梦想成为爵士钢琴家的男

主 Joe Gardner 与厌世的灵魂 22 相遇，

它们携手返回现实世界寻找生命的意

义的故事。

上映日期：12月25日

类型：动画

导演：彼特·道格特/坎普·鲍尔斯

编剧：彼特·道格特/麦克·琼斯/坎

普·鲍尔斯

主演：杰米·福克斯/ 蒂娜·菲/ 戴

维德·迪格斯

出品方：美国迪士尼

发行方：中影

◎ 映画

《拆弹专家2》北京首映获赞

春节档电影《刺杀小说家》发新预告

《温暖的抱抱》天津路演气氛温馨

东方玄幻《长安伏妖》首映
1300个特效镜头堪比好莱坞大片

IMAX举办《神奇女侠1984》观影会

IMAX版《新神榜：哪吒重生》宣布春节档公映

《神奇女侠1984》中国首映
五城观众“神奇连线”四大主创

《猎狐行动》同名主题曲MV揭晓

主创分享拍摄心得

《拆弹专家 2》首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