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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侍神令》亲友场绝美视效获赞

《刺杀小说家》发主题曲《平行世界》MV

本报讯 2 月 6 日，由黄晓明监制，

李太阁执导，黄晓明、闫妮、涂们、阚清

子领衔主演，张嘉鑫、王影璐主演，电

影《最后的真相》开机，同步释出首款

概念海报。风格化手绘描摹戏中人

物，展现四位演员风度魅力，也让人对

影片类型产生极大猜想。影片将于

2021年内上映。

《最后的真相》释出的海报中，四

位拥有不同特质的主演神态表情各

异，各具特点，为影片的人物关系留下

了诸多猜想，也预示着故事不同寻常

的走向，闫妮、涂们彼此依偎，黄晓明、

阚清子则在身后镇静前视。画面笔触

也颇具巧思，由潦草到逐渐明晰、写

实，跟随不安分的躁动线条探寻真相。

对于此次发布的影片阵容，有网

友表示期待：“这个阵容不简单，每一

位演员单拎出来都独当一面，在一起

又有破次元的感觉。‘不明觉厉’！不

知道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故事，期待电

影早日上映。”

金鸡、百花、华表等荣誉傍身，黄

晓明已是内地最年轻的最佳男演员

“大满贯”获得者。纵观黄晓明过往作

品，在重要人生节点，都伴随着孤注一

掷的表演挑战。此番选择监制并主演

电影《最后的真相》，搭档闫妮、涂们、

阚清子等实力派演员，黄晓明表示：

“有好作品，角色再小都可以。我希望

我可以做个百年老店，每一部作品都

有跟以前不一样的突破。”

除了黄晓明的倾情监制领衔主

演，《最后的真相》还集结了闫妮、涂

们、阚清子等实力派演员，以及张嘉

鑫、王影璐等新人演员为影片注入新

鲜血液。风格迥异的主演们齐聚《最

后的真相》将会带来怎样的一部类型

的电影？喜剧？动作？爱情？犯罪？

各位主创“破壁”联动，这个蕴含巨大

能量的组合似乎什么样的类型都可以

Hold 住，期待他们的相聚打破观影壁

垒，碰撞出别样火花。 （杜思梦）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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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了邓紫

棋演唱的主题曲《平行世界》MV。

歌曲不仅展现了两个世界相互影响

的设定，更将雷佳音饰演的失孤父

亲对女儿的爱娓娓道来，为了找到

女儿，他不放弃心中的信念，期待在

平 行 的 世 界 ，能 重 写 不 一 样 的 故

事。歌曲的创作还有更深的一层含

义，新春将至，过去的困境和痛苦终

将消散，只要心怀信念，一切都会拨

云见日。

《平行世界》由邓紫棋作词作

曲，“之前先看了预告片，有很多灵

感，花了 5 分钟就把旋律写好了。”

看完片后，深受触动的邓紫棋很快

就把歌词写好，“谁愿到处漂泊，但

你若不在，终点为何？”、“但我努力

对抗失望，不让自己被吞灭”，一句

句词道尽父亲寻找女儿经历的辛酸

苦楚，也昭示着他决不放弃的信念

和重写命运的坚持，在邓紫棋温暖

有力的歌声中，让人心疼，直戳泪

点。

电影《刺杀小说家》由雷佳音、

杨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飞领衔

主演，佟丽娅、董洁友情出演。

（木夕）

本报讯 改编自游戏《阴阳师》，由

陈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然执导，陈

坤、周迅、陈伟霆等主演的东方新奇幻

巨制《侍神令》近日发布特别花絮，绝

美剧组竟全员都是“干饭人”，陈伟霆

啃甘蔗缔结侍神令，沈月收到偶像陈

坤送的月饼激动不已，结果后知后觉

陈坤一顿饭只吃六口深感惭愧，完美

身材王紫璇直言自己也是“吃货”，陈

坤“爆料”全组最能吃的其实是周迅，

揭秘幕后趣事聊不停。除此之外，迎

新春团拜观影场在京举办，电影幕后

主创纷纷亮相讲述创作秘辛，谭飞、史

航、滕华涛、张静初、唐家三少、谢可

寅、祖峰、刘天池（按发言先后排序）等

圈内好友力挺，盛赞该片带来的极致

视听体验。

电影幕后主创也道出了许多创作

幕后的艰辛与不易，导演李蔚然坦言：

“整个幕后团队一直在想办法把游戏

玩家的情感体验与记忆、侍神与主人

之间情感羁绊的热血能放到电影里，

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勾连彼此的路，这

条路很难，但我们在挑战、在尝试。”工

夫影业总经理，电影《侍神令》出品人、

总制片人陶昆讲述：“电影不到最后是

看不到效果的，希望最终呈现的版本

能获得各位的喜爱”。说起创作时面

临的问题与影片内核，网易影业总裁，

本片出品人、总制片人刘国男进行了

深层次解读：“我们希望在大银幕上能

够呈现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侍神的

守护和羁绊，团队的奇思妙想最终打

造了一个东方版平行世界的《阴阳

师》”，再次肯定了电影制作的无限诚

意。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CEO，影片总制片人王中磊真诚

道：“中国电影这几年一直都碰到很多

的坎坷，但是也一直都在进步，故事在

进步，表现力在进步，同时技术也在进

步，这次《侍神令》非常了不起，在数字

角色上有了巨大的改变和突破。我也

很喜欢这个电影的情感，尽管遭遇了

这么多困难挫折，但是电影人的心还

是凝聚在一起，就像电影中说的那样：

心有归处。”道出影片触动心灵的情感

共鸣。 （木夕）

本报讯 近日，由宋小宝执导，宋小

宝、沙溢、马丽、张一山领衔主演，肖

央、艾伦、王祖蓝、魏翔等友情出演的

喜剧电影《发财日记》曝光最新海报和

首支预告片，宣布定档 2 月 12 日大年

初一，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同步上

线。

定档之际，宋小宝微博发布长文

吐露心声：“在导演界，我还是个门外

汉，甚至我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导演，

执导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完全是一道

‘超纲题’，但完成这部电影一直是我

多年的梦想。我的梦想没有打折，我

的诚意没有打折，我对电影的敬畏更

没有打折。我用尽了洪荒之力，把所

有的爱都倾注在这部电影上，只是单

纯的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如

今，电影即将和大家见面，我满怀喜

悦，又忐忑不安，万千言语，只化作一

句：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近几年，宋小宝婉拒大量影视、综

艺邀约，专心执导这部带着他真实生

活印记的首部电影作品《发财日记》。

“官宣”定档之际，宋小宝借长文吐露

心声，坦言对于这道“超纲题”，一定会

有细节做得不够完美，但在诚意、真心

和态度上，绝不打半点折扣：“我希望

我能用最大的诚意让大家相信，当导

演我不是突发奇想。电影是个美丽的

殿堂，我知道自己离这个殿堂的大门

还很遥远，但哪怕走得慢，也是进一步

有进一步的欢喜。”

为《发财日记》幕后保驾护航的监

制、摄影指导赵小丁坦言，“小宝是学

习欲望和应变能力都比较强的人，面

对一场戏的不同拍摄方案，他可以在

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进入

状态以后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成了导演

思维。” （影子）

《不要先生与好的女士》

“好的”小姐尚葭与“不要”先生

夏稷在临终关怀科的同一间病房相

遇了。两人因为工作任务上的纠葛

而相识相知。尚葭在肯定了夏稷的

能力后，请他协助自己完成一份愿

望清单。在此过程中，两人逐渐产

生感情。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爱情

导演：安然

编剧：许昂

主演：周翊涛/余乐欣

出品方：一个传媒/将星文化/独聚影业

发行方：咏年影视

《梦醒黄金城》

企业家马三木被竞争对手设局被

骗，欠下巨额债务，才发现竞争对手盯

上他的科技成果，他承担责任、洗心革

面，奋力与对手周旋，逃出生天，决定

振兴民族科技产业。

上映日期：2月16日

类型：爱情/悬疑

导演：沈慕白

编剧：沈慕白

主演：蓝心妍/魏骏杰/李国麟/欢子

出品方：华本影视/定时天虹/慕白

影业

发行方：华本影视

《日暮》（匈牙利/法国）

神秘孤女爱丽丝来到布达佩斯，

欲在亡父创立的帽子名店求职竟被拒

门外，由此开展一趟追寻兄长恶魔幽

灵之旅，重回过去，揭开家族的隐藏真

相。

上映日期：2月9日

类型：剧情

导演：拉斯洛·奈迈施

编剧：拉斯洛·奈迈施

主演：弗拉德·伊凡诺夫/苏珊娜·

伍艾斯特/伊夫林·多布斯

出品方：匈牙利拉奥孔电影集团/
法国玩乐时间电影制作公司

发行方：华夏/艺联

本报讯 2 月 7 日上午，在四川宜

宾市珙县上罗镇的红色教育影院

“不忘初心厅”，20 位当地的孩子们

观看了一场专门为他们放映的动画

电影《许愿神龙》。

观影前，郭梦欣、郭梦雅双胞胎

姐妹与远在千里之外广东惠州打工

的父母郭强夫妇视频连线，举办了

一个“云上生日会”，同行的孩子们

一起吹蜡烛许愿，视频两端同唱生

日歌，一起拍“云端全家福”，欢乐的

气氛让孩子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郭强感动的说：“这张特殊的全家

福，我一定会好好珍藏，有你们，孩

子在家我很放心，我们支持就地过

年。”这是发生在乌蒙山区珙县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开展的“云上

生日会”的一幕。

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就地

过年”号召，四川省委宣传部于日前

启动了“文化赶大集 留牛过大年”

2021 年春节文化惠民服务活动。在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支持下，宜宾

市委宣传部、中影新农村院线积极

筹划，由珙县宣传部、宜宾广播电视

台、上罗镇党委政府和宜宾市映三

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了“大手牵小手·暖心云团年”

宜宾上罗 2021 年春节文化关爱特别

直播活动，为上罗镇留守儿童送去

新春暖心慰问，鼓励引导外出务工

父母就地安心过年。

中影新农村院线总经理李建军

在影厅视频连线时向孩子们致以新

春祝福，并向上罗影院赠送国产优

秀儿童影片 50 场，让孩子们在以后

还能免费看到更多喜爱的精彩影

片。

近年来，宜宾映三江院线整合

资源，依托电影主动融入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赋能打造乡村文化新综

合体。上罗影院就是映三江与珙县

宣传部、上罗镇党委政府求得共识

建成的，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与宜

宾市政府战略合作的全新成果，是

中影集团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试点项

目建成的全国首家“红色教育”主题

乡镇影院。该影院按照城市影院标

准打造，建有 3 个同步影厅和一个

多维度公共文化服务空间，项目总

投资 300 余万元，面积近 600 平方

米，其中，中国梦厅还兼具放映 0.8K
农村流动影片功能。让偏远地区的

农民群众不用进城就能在家门口享

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文化服

务。依托乡镇影院，集合农家书屋、

健身广场、电子阅览、农村广播、文

化理事、非遗传承等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构建起“电影+N”乡镇公共文

化服务的新模式，综合体各公共文

化项目之间的聚合效应正在逐步显

现，成为四川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

提质增效的方向。

当天的活动，在上罗镇党委政

府的精心组织下，20 多位大学生志

愿者积极参与，与孩子们结成一对

一帮助，带领参加各种活动，现场实

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活

动顺利进行。

苗族芦笙花山舞、“大手牵小

手”红色教育、云团年活动、云上生

日会，云端“全家福”、龙狮新春大拜

年等活动是此次直播的主要内容。

在上罗影院牢记使命厅外，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家村党支部

书记史进洪，为孩子们讲述了红军

川南游击纵队三进上罗的红色故

事，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爱国的种

子。

在二楼的“农家书屋阅读空间”

和“妇儿之家陪伴空间”，大学生志

愿者带领孩子们一起诵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儿歌。针对珙县地震和

地质灾害频发实际，志愿者给孩子

们讲解由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供的山体滑坡避险科普知识，还

发放由新华文轩宜宾中心店赠送的

少儿读物。书法爱好志愿者挥毫泼

墨，现场示范教孩子们写春联。“爸

爸妈妈，我很想你们，今天我特别开

心，因为有很多哥哥姐姐提前给我

们过春节，姐姐说，我们还能吃蛋

糕、吃大餐、收礼物、看电影，我好期

待，看到他们就像你们回来一样让

我开心。”参加活动的王悦小朋友笑

着把亲自写的贺卡给志愿者姐姐

看。

正午时分，红色教育上罗影院

的文化广场上，早已摆上了浓浓年

味的圆桌宴，让孩子们一边吃着热

气腾腾的汤圆、团年饭，一边欣赏龙

狮拜年表演。

珙县上罗镇党委书记李泽东表

示：“下一步，将借助红色教育上罗

影院这个平台，做好村建制调整的

后半篇文章，组建乌蒙山文化综合

体，融入所有的基层文化服务，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满足老百

姓的文化需求。还将与县委党校联

建上罗分校，在五公里范围内打造

实训教育圈，对我们镇村干部、两代

表一委员和优秀农民工进行红色教

育、党性教育。以文化促基层治理，

提升老百姓素质，社会治理达到新

的 风 貌 ，促 进 全 镇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此次活动，宜宾广播电视台提

供“宜人宜宾”APP 平台全程网络直

播两个多小时，爱心企业宜宾飞图

文化提供技术支持，珙县融媒体中

心投入航拍。

宜宾上罗“2021 年春节文化关

爱特别直播行动”，用接地气、暖人

心的方式解读了就地过年同样精

彩，让 20 名留守儿童与远隔千里的

父母过一个特别的新年，也体现了

党委政府对远在他乡的务工人员及

本地留守儿童的关心和关爱。

（曾健 石珂）

《发财日记》定档大年初一线上公映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改编自全球知名动画 IP的《猫和老

鼠》大电影近日发布定档预告片及电

影海报，宣布将于元宵节 2 月 26 日正

式在国内影院上映。《猫和老鼠》大电

影是“最佳损友”汤姆与杰瑞首次登上

中国大银幕，电影里不仅有观众熟悉

的猫鼠追逐大战，更有破天荒的猫鼠

携手合作，囧事不断妙趣横生。

在同时发布的定档预告中，汤姆和

杰瑞来到繁华的大都市纽约，杰瑞在

“世纪婚礼”前夕搬进了纽约市最豪华

的御门酒店，并决定在这里定居。婚礼

策划人凯拉对于酒店里出现老鼠感到

头痛不已，她决定聘请汤姆来赶走杰

瑞。一场全新的猫鼠大战就此开启。

定档预告里，汤姆和杰瑞的各式

对战花样百出，杰瑞甚至还摆出中国

功夫姿势，配合着疯狂卡点的古典交

响音乐，汤姆被汽车左右夹击、被电

击遭雷劈、被重拳和电熨斗胖揍、被

巨大的恐龙标本痛砸，满满都是大家

最熟悉的“猫鼠大战”味道。与此同

时，斗牛犬斯派克、白猫嘟嘟等来自

经典卡通的动物配角们也纷纷登场，

一场人仰马翻的动物“龙卷风”横扫整

个酒店，让万众期待的世纪婚礼岌岌

可危……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

场大银幕冒险为汤姆和杰瑞解锁了相

处新模式，他们此番除了“猫飞鼠跳”，

更将化敌为友，携手合作、扭转败局，

一起拯救这场世纪婚礼。而在预告片

结尾，杰瑞又开始花式“折磨”汤姆

——猫和老鼠在这部大电影里的关系

到底将如何发展与演变，令观人期待。

《猫和老鼠》自 1940 年诞生以来，

13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赢得7
樽奥斯卡“小金人”。此次定档的《猫

和老鼠》大电影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出品、蒂姆·斯托瑞执导，科洛·格蕾

斯·莫瑞兹、迈克尔·佩纳、郑肯等联袂

主演。 （杜思梦）

《猫和老鼠》大电影定档2月26日

《最后的真相》开机
黄晓明携手闫妮涂们阚清子“破壁”联动

四川珙县红色教育上罗影院：

一场直播活动带来别样宜宾年味

本报讯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以

下简称农村电影）是为了及时传递

党和政府的关怀，传播科学技术知

识，丰富广大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的国家工程。实施 20 余年来，农

村电影深入乡村社区、军营校园、建

设一线、老少边穷地区，为人民群众

奉上主题鲜明、基调昂扬、高艺术水

准的优秀电影作品。每年由国家电

影局主导的主题放映活动，成为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有效途径。农

村电影已经成为我国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中的一面旗帜，广受群众的欢

迎和赞誉。

农村电影放映技术实现数字化

后，较原有胶片放映的效果虽然得

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随着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看好电影是

农民群众的美好愿望。目前农村电

影放映使用的投影机是十多年前技

术方案，光源全部使用高压汞灯，图

像分辨率多数是标清数值。由于高

压汞灯的使用寿命较短，亮度衰减

快，放映单位需要每年进行灯泡更

换，以维持投影机的光亮度；由于其

光源属性是“热光源”，开机后为了

充分散热，结构上不能完全密封，以

至于放映单位需要定期进行除尘处

理，这些都给放映单位增加了很大

的成本负担；超高压汞灯破裂后，会

导致汞泄漏，其含有的汞蒸汽对人

体有害。全国现有 45000 余支活跃

放映队，每年更换的旧灯泡没有完

善的回收和处理机制，给环保埋下

不小的隐患。

为助力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农村电影放映

质量的需求，中国电影器材有限责

任公司（中器公司）经过科学论证，

利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生产

出了适用于广场放映及固定点大银

幕 放 映 的 单 芯 片 激 光 投 影 机

ECP-450，其 实 际 光 通 量 4500ANSI
流明，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场放映的

现有放映技术难题，大大提高了放

映质量。据 2020 年统计数据，在国

内使用 ECP-450 激光投影机地区，

观影人次比使用前增加了 110%。

为了提高农村电影流动放映质

量 和 群 众 观 影 效 果 ，中 器 公 司 于

2020 年成功开发了新一代农村流动

放映激光投影机 ECP-200，并取得

了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

的检测合格报告。ECP-200 符合国

家《数字电影流放放映系统用投影

机 技 术 要 求 与 测 量 方 法》（GY/
T250-2011）标准；亮度为 2000ANSI
流明；1080P 的分辨率，无损还原现

场效果；采用 RGB 三色轮，拥有更高

的彩色图像显示亮度，拥有更饱和

的颜色显示；节能环保，拥有更低的

功耗，更高的亮度，光源寿命达到

25000 小时以上；开机瞬间即达全

亮，无须冷却即可瞬间关闭，运行更

可靠，使用不等待；免维护，光机采

用金属全密封模组，售后服务有保

障，整机保修 36 个月。

随着 ALPD 激光显示技术在农

村数字电影流动放映中的广泛应

用，其光鲜亮丽的显示效果为农村

数字电影放映增光添彩，将为推动

农村电影数字放映工程提质升级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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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放映技术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增光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