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5.07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杜思梦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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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片 9

本报讯 由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李倩领衔主演的扫黑除恶现实题材

电影《扫黑·决战》正在热映，截至 5
月 5 日票房已过亿元。该片举行的首

映礼上，观众纷纷给予影片好评，称

赞“很敢拍也很敢演”、“尺度大到难

以想象”。

《扫黑·决战》取材于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部分真实案件，讲述了

扫黑专案组组长宋一锐（姜武 饰）带

领组员由一起征地拆迁案深入调查，

突破层层阻挠，与幕后的黑恶势力展

开激烈斗争的正义故事。

饰演曹志远的张颂文谈及对县

长一角塑造心得时表示：“曹志远这

个角色，他是有一些时局下很多的无

奈在里面，饰演这个角色前自己也看

了大量的纪录片，来揣摩这个人物的

心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反派或者正

派，而是更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在生活

中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

饰演“县霸”的金世佳也颠覆了

以往形象展现出一个无法无天的地

方恶霸。拍摄过程中，金世佳吃了不

少苦头，一场曹志远怒掐孙志彪的对

手戏中，张颂文用尽全身力气掐向金

世佳的脖子，导致后者第二天无法出

声。金世佳表示：“希望观众看了以

后觉得过瘾。”

为了能够在大银幕上真实再现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导演吕聿来做了

不少功课，他希望通过影片让大家真

实感受到国家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也

是全体主创参与这个项目的初衷。

现场观众对影片给予了特别肯

定，有观众表示：“影片最难得的是，

在扫黑这种题材里，看见了真实的

人。”

（林琳）

本报讯 由青春光线、北京造梦机

出品，韩天执导，许光汉、章若楠领衔

主演的电影《你的婚礼》荣登五一档票

房冠军。影片首映当天，韩天、章若

楠、丁冠森、刘迅等主创亮相现场，与

观众共享当代现实爱情故事。韩天坦

言，“对于片中角色，女孩的婚礼，是男

孩的成人礼；而对于我，电影《你的婚

礼》上映的今天也是我的结业式。”现

场，许光汉隔空连线章若楠，这对在影

片中并肩迎接现实挑战的爱人“隔空

喊话有遗憾才完美”。

谈及拍摄初衷，韩天坦言：“我们

不是一部青春片，这是一段跨越 15年

的现实爱情。在这个故事里，没有特

别跌宕起伏、离奇曲折的冲突跟设置，

有的是哪怕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人从中

看到自己、想起心中之人的真实爱情

共鸣，这就是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初

衷。”提及影片主人公之间的几次错过

与分离，韩天认为，这正是影片的现实

性所在：“人生有时候可能没办法追求

一个那么完美的生活，那么完美的爱

情，能每一步都不出错、每一步都很准

确地遇到那个人、每一步都不会遇到

彷徨的事情。” （木夕）

本报讯 4 月 28 日，现实主义喜剧

《寻汉计》在京首映，导演唐大年、编

剧赵赵、演员任素汐、李保田、王子

川、张本煜、史航、赵晓苏、仁龙到场

与观众互动交流。

现场，任素汐分享与李保田的片

场趣事：“姥爷特爱吃我薯片”，一老

一少的欢乐 囧 事引得现场笑声一

片。阔别银幕许久的李保田透露：

“姥爷是个有意思的老头，他敢于和

年轻人道歉，他就是一个好老头。”

另一边的王子川则和观众分享了幕

后故事：“工作间隙，有一次在看‘姥

爷’耍皮影，大风刮了起来，风沙落

在饭里都没法儿吃了，但是那天就

像一场有趣的电影，和本片一样，隔

了很久回味依旧有趣。”

谈及影片，“寻汉喜剧团”成员

史航直言：“能和李保田老师搭戏特

别荣幸，戏中二者的见面堪称‘世纪

同框’，而且这部电影难得地兼顾了

温存和有趣，是最适合五一档的电

影，献礼劳动者。”当被问及电影的

创作表达时，唐大年表示，希望大家

能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真实的人，嗅

到真实地生活气息。

当 天 ，影 片 还 曝 光 了 片 尾 曲

MV，这版由领衔主演王子川重新演

绎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在保留

轻盈的节奏之外，又融入丰富的角

色情感，更添一抹沧桑感。

电影《寻汉计》由欢喜传媒出

品。 （姬政鹏）

本报讯 5 月 5 日立夏当天，由宁

浩监制，温仕培执导，彭于晏、张艾

嘉、王砚辉领衔主演，章宇友情出演

的电影《热带往事》正式定档 6 月 18
日。影片同步释出“高温预警”定档

海报和“袒露真凶”定档预告，为观众

呈现热带美学。定档海报色调浓郁，

带有复古风的影调将影片独有的闷

热潮湿感呼之欲出。定档预告中，南

方湿热的夏夜里迷雾重重，高饱和色

调结合迷离光影，几组人物命运交织

缠绕，一场热感十足的大戏即将揭

晓。

《热带往事》早在项目开发阶段

就受到关注，影片曾入围 2017 年上

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获“坏

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特别关注项目”，

还曾入围 2018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天

才项目市场，获“VFF Talent Highlight
Award”项目创投首奖，是首个获此

奖项的华语电影项目。导演温仕培

表示，自己在类型片中追求更有“余

味”的表达，《热带往事》力图呈现出

一种类型片模式下独特的氛围感与

类型化叙事之外的“回甘”，使之更

贴近导演的表达诉求。

电影《热带往事》由坏猴子（上

海）、北京京西文化、北京欢喜首

映、北京阿里巴巴影业、腾讯影业

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悬疑喜剧电影《扬名立万》

近日宣布定档11月19日，并发布定档

预告与人物海报，影片由刘循子墨导

演，尹正、邓家佳、喻恩泰、杨皓宇、陈

明昊、秦霄贤、张本煜、柯达齐主演。

《扬名立万》讲述了一群不得志的

电影人凑在一起，筹划拍摄一部关于

上海轰动一时惊天大案的电影，借此

翻身扬名，没想到案件背后的真相远

比他们虚构的电影情节更加离奇。与

预告片一同曝光的人物海报，八位主

演悉数亮相，细看细节满满，似乎都隐

藏着揭开谜底的关键。不仅桌前道具

各有不同，在每个人身后布满油画的

背景墙上，还交叠着与本人大相径庭

的影子，犹如一人的“精分两面”：人前

很有戏，内心还有更多戏。

该片导演刘循子墨曾凭借迷你剧

《报告老板》而扬名网络，其独具一格

的叙事风格深受观众喜爱，该片是他

首部大银幕导演作品。

电影《扬名立万》由上海猫眼影

业、北京万合天宜、上海亭东出品。

（影子）

本报讯 正在热映的五一档悬疑

电影《秘密访客》上映后，许多悬疑

类影迷被电影情节上铺满的伏笔和

挖地三尺的细节解读所吸引。“这真

的是我能在电影院看的吗？”“一场

家庭楚门秀，真正的演技盛宴！”“从

没想到能在大银幕上玩一场这么精

彩的剧本杀！”

随着影片热映，影片中所隐藏

的剧情线也被逐渐还原。郭富城、

段奕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杉全

员“狠人”犹如剧本杀五大“NPC”，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隐藏线索卡，抓

到这部分信息的观众更能了解剧情

的诡谲与深意。运筹帷幄整个秘密

之家的男主人汪先生（郭富城 饰）

代表着不可撼动的父权，年少时的

梦想因为家庭的束缚折腰后，汪先

生被困在了家庭中成为了整个家庭

的掌控者，甚至为访客量身定造了

一个牢笼，让访客最终自愿留在家

里。生活优渥却从未得到过关爱的

汪楚瞳（张子枫 饰）是最想拆散整

个家的人，她就像藏在家里的眼睛

能窥见每个人的秘密。依偎在汪先

生身边的汪太太（许玮甯 饰）和汪

楚祺（荣梓杉 饰），则暗指两人是通

过依靠一家之主而在家里继续生存

的。家是港湾，还是牢笼？对于五

大主角来说，既是家更是牢。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王晶、许悦铭联合执

导，古天乐、梁家辉、吴镇宇、林家栋领

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电影《追虎擒龙》

（原名：《金钱帝国：巅峰之战》）近日发

布“生死危机”精彩片段，紧张刺激的

激烈打斗戏精彩十足，四大主演细腻

演技打动人心。

正片片段中，古天乐（饰 陈克）、

林家栋（饰 白松安）与调查员在取证

过程中因被同僚背叛，遭到黑帮包围

和追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黑帮

人多势众，与廉署正面对战，动作场面

激烈非常。许悦铭在采访中透露，这

一片段他借鉴了丧尸片的形式，以黑

帮成员的密集包围加强氛围紧张感和

剧情张力，让观众代入其中为主角安

危而惊心动魄，最终呈现也让不少观

众直呼“刺激”、“酣畅淋漓”。

电影《追虎擒龙》上映以来好评不

断，廉政公署在黑暗的贪腐时代敢于

手执正义火炬冲破黑暗的勇敢无畏让

观众走出影院后仍深深触动，有观众

感叹：“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

（影子）

本报讯 由张艺谋执导的谍战片

《悬崖之上》正在热映。日前，IMAX在

京举办媒体观影，正邪交锋的对峙与

暗流涌动的博弈在大银幕上徐徐展

开，凶险紧张的氛围、跌宕起伏的剧

情、真挚动人的情感通过 IMAX带给观

众身临其境的谍战体验。

拥有超高分辨率的 IMAX大银幕，

让观众随着镜头穿越到 20 世纪 30 年

代的“冰城”哈尔滨，在凛冽的影像美

学中感受无名英雄带来的热血感动。

片中，无论是雪夜枪战、暗巷追击，

还是身受酷刑时的惨烈坚贞，IMAX大

银幕将“乌特拉”任务小队面临生死纠

葛时的表演细节细腻呈现，沉浸式的震

撼音效更让观众投入其中，以小队一员

的身份经历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

影片结束，许多观众意犹未尽，有

观众称赞影片是近年来大银幕上的

“最佳谍战片”，故事与美感并存，是

“教科书级别的影片”。 （林琳）

本报讯 日前，IMAX 在京举行悬

疑 电 影《秘 密 访 客》媒 体 观 影 会 。

IMAX 出色的视听效果让影片的悬

疑惊悚元素得到充分释放。

《秘密访客》是曾执导悬疑佳作

《记忆大师》的陈正道导演的最新作

品。一起突如其来的车祸事故，一

个背负罪责的闯入者，各怀鬼胎的

一家四口，三年的畸形共生逐渐揭

开了“完美之家”表象下的汹涌暗

流。影片在跌宕起伏的悬疑故事之

外还对家庭和人性的主题加以探

讨。在主打“心理惊悚”概念的《秘

密访客》中，影片运用大量的特写镜

头 来 捕 捉 演 员 的 表 情 和 眼 神 ，在

IMAX 超大银幕和高清晰度画质加

持下显得震撼传神。

此外，IMAX 的出色音效也进一

步体现了影片的紧张气氛：从黑暗

角落里的异响到餐刀切肉的刺啦

声，紧张氛围之下，每一个细微响动

都有如雷贯耳的效果。

（林琳）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出品的动作

电影《速度与激情9》近日发布“超强实

拍”特辑，揭秘了全面升级的特技制作

和实拍场景。

影片不仅雷区爆破的场景得到了

100%实拍呈现，科技感极强的电磁飙

车与翻滚碰撞更是力求还原。为了拍

摄一段磁吸跑车穿墙破屋的 4秒钟的

镜头，导演林诣彬带领团队利用 8 个

月进行准备，足足拍摄了 4天，毁掉了

3辆车。在他看来，“实拍”让这部电影

变得特别：“电脑做不出那些发自肺腑

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借助能使用的任

何工具，去捕捉角色的真实。”

特辑中同样展现了“速激”电影的

灵魂元素——车，从肌肉车、超跑、军

用装甲车、越野车，到定制特种车辆，

《速度与激情 9》与合作多年的顶尖团

队共同打造了超级车队，完成了一场

又一场的飙战大戏。林诣彬透露，这

一次有超200辆车被毁。

影片将于5月21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扫黑·决战》首映：
让观众感受国家扫黑除恶的力度

现实主义喜剧《寻汉计》北京首映获赞“温存而有趣”

悬疑喜剧《扬名立万》定档11月19日

《秘密访客》隐藏线索“解密”

IMAX助力《秘密访客》打造紧张气氛

IMAX版《悬崖之上》被赞“教科书级别的影片”

《你的婚礼》主创“隔空喊话有遗憾才完美”

宁浩监制《热带往事》定档6月18日

《追虎擒龙》“生死危机”片段灵感来自“丧尸片”

《速度与激情9》拍摄现场超200辆车被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