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6.09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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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片·综合 9

◎ 新片

本报讯 由齐飞影业（台州）有限

公司、湖南嘉画奈斯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有元影业（浙江）有限公司、北京

真自在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爱情美食题材轻喜剧电影《美

食的浪漫》日前在浙江省台州市开

机。该片由林春峰、张永新担任制片

人，青也、于鸽导演，江娇、曾笑珊编

剧，孙毅、徐十七担任男女主演，巩汉

林、金珠等老艺术家参与出演。影片

不仅用精美的镜头展示了暖心暖胃

的中华美食，更有治愈心灵的甜蜜爱

情和温暖的都市生活。

谈及影片，制片人兼联合导演于

鸽表示：“《美食的浪漫》是一部浪漫

又励志的电影，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

精神，男女主角跳出了扁平的脸谱化

形象窠臼，个性突出且具有当年青年

的普遍共性。在家族事业传承和爱

情的双重考验中，逐渐成熟、成为更

优秀的自己。”

创作过程中，于鸽着重刻画了男

女主角的人物成长过程和来自现实

的考验，“《美食的浪漫》作为一部美

食爱情轻喜剧，穿插了大量美食烹饪

过程，全方位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

魅力。观赏该片的过程，不亚于吃了

一顿饕餮大宴，让观众享受到视觉和

味觉的双重冲击。”

（木夕）

本报讯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即将于 6 月 11 日至 20 日在上海举

行，国产高格式电影品牌 CINITY 将

首次在电影节期间亮相。CINITY展

映单元以“百年翱翔 影领视界”为主

题 ，被 归 入“SIFF 新 视 野 ”（SIFF
VISIONS）大单元。

此次CINITY展映单元将为影迷

带来两部精彩影片，一部是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的献礼片《金刚川》；另一部是李安

导演执导的首部科幻动作片《双子杀

手》，这是李安继《比利·林恩的中场

战事》后，第二次采用 120 帧/秒、4K
分辨率、3D 技术拍摄的电影。本次

两部 CINITY 影片的放映格式均为

120 帧版本，120 帧/秒的技术规格代

表了行业最高标准，是目前业界标准

帧率的5倍，解决了高速运动画面中

拖影残影的问题，因此让电影动作更

具真实感，观影体验更具沉浸感。

为了全面深度优化观众的观影

体验，CINITY 还为影院建设 CINITY
影厅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包

括提供定制影院设计，并严控品质标

准——新建影院要按标准建造，已建

成的影院则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以符

合 CINITY 的工艺标准、安全标准以

及CINITY品牌的视效标准。

在本次电影节期间，观众前往上

海百丽宫影城(万象城店)和橙天嘉禾

影 城 ( 上 海 世 纪 汇 CINITY 店) 的
CINITY 影厅观看 CINITY 展映影片

时，即将深刻感受到 CINITY 前瞻的

高格式电影放映技术、精湛的高格式

制版工艺和高端的影院硬件条件，及

其带来的身临其境般的观影体验。

除了本次展映的两部影片，

CINITY 自 2019 年推向市场以来，已

经推出了大量具有票房号召力的

CINITY版影片，如《叶问4》、《八佰》、

《唐人街探案3》等。 （猫叔）

本报讯 6月 7日，电影《超越》在

北京举办全球首映礼，华谊兄弟副董

事长、CEO，《超越》总制片人王中磊，

猎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超越》

出品人丁晶，导演韩博文，监制兼主

演郑恺，主演李昀锐、曹炳琨、张蓝

心、李晨齐聚一堂，与观众近距离交

流互动。

郑恺此次不仅担纲演绎男主郝

超越，更是首度担任电影监制，面对

观众，他坦言“很紧张”，认为“就像高

考交答卷”。但整个创作经历让郑恺

感到充实，他说道：“原来是我们想要

创作它，但到今天为止，其实是它治

愈了我。我们的生活有五彩斑斓的

色彩，有酸甜苦辣的口味，每一个人

都不能保证一直赢，但是我们想要做

就是不怕输。”

带着长片处女作与众多业界朋友

见面的导演韩博文笑称自己比郑恺更

紧张，同时也谦虚表示自己“刚上路”，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继续进步。

该片将于6月12日全国上映，预

售正在火热进行中。 （影子）

本报讯 6 月 2 日，电影《建筑

师》在江苏泰州举行首映。江苏省

文联副主席、省影协主席侯勇，省

影协常务副主席郭晓伟以及泰州

市政协主席卢佩民、市人大副主任

沈明刚等参加活动。本片导演丁

文剑，监制、导演田壮壮，制片人秦

赵量，演员韩立、刘治，摄影师何

山，录音指导亓思明，特邀嘉宾、两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马可·穆

勒等集体亮相。

活动现场，侯勇在致辞中表

示：“丁文剑导演对电影的执着、理

解和热爱打动了我。作为一个演

员，我能参与到中国电影、江苏电

影、泰州电影，出绵薄之力，是感到

很幸福的事。祝愿《建筑师》票房

大卖。”

田壮壮说：“我和丁文剑刚认

识的时候，他说他有三个愿望：盖

一幢楼，写一本书，拍一部电影。

现在三个愿望都实现了，祝贺他。

这次来我感到泰州有一种特别浓

的乡情，泰州人都为自己的家乡感

到自豪，这点让我很感动，具备了

浓厚的情感，才能拍出情感浓郁的

电影。这部电影超越了现实的状

态，呈现了人与人、人与建筑之间

的真实关系。开拍前我会担心无

法呈现，但拍完之后，我很踏实，这

是一部好电影。”

该片曾获第三届平遥电影节

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入选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女性影

展单元，提名第三届重庆先锋电影

艺术展最佳导演。 （姬政鹏）

本报讯 日前，在由动画导演

孙立军担任总监制、总导演，由谊

融文化联合凡间文化共同出品的

中国首部儿童科幻动画电影《飞向

月球》在京举行开机新闻发布会

上，不少在场嘉宾感叹，“原来中

国儿童科幻电影也能这么酷”。

《飞向月球》是中国首部儿童

科幻电影，它首次采用真人实拍+
动画特效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让影

片仅有一位真人演员参与表演，那

就是大家以及各位小朋友都认识

的董浩叔叔。在影片的拍摄中，

《飞向月球》采用虚拟制作技术，

通过摄影机实拍真人演员和虚拟

角色的交互表演，再通过引擎渲染

实现高度真实感的场景，使它突破

了真人与动画之间单纯的互动，让

“真人”和“动画”产生了真正具有

象征意义的结合，也让孩子们通过

观看这部电影主动去感知、体悟、

成长和表达。

多年来，导演孙立军一直坚持

动画电影、儿童电影的创作，同时

一直心系公益，心系儿童教育，将

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身于公益之

中。在担任该片总监制、总导演

时，他表示希望这部电影是一个

有温度的、有爱心的、有社会责任

感的、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作

品。孙立军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每年都投身于公益活动

之中。公益的核心思想是唤醒良

知，唤醒善良。是让每个人都可以

参与的有意义的事情。孙立军表

示，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

达他们对投身于儿童科幻电影的

决心在这里。 （王琤琤）

本报讯 6 月 3 日，4K 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电影《奋斗吧 中华儿女》

在京举行首映礼。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蒋希伟及

影片主创参加首映礼。

电影《奋斗吧 中华儿女》是舞

台演出《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电影

版。作为国内首部 4K 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电影，《奋斗吧 中华儿女》

是继《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

《复兴之路》之后我国文艺界排演

的又一部优秀音乐舞蹈史诗电影

作品。

现场，总导演侯克明、制片人

朱勤效、作曲家舒楠、总摄影罗

凌、视效总监刘晓清等主创人员分

享了影片创作历程。主创介绍，全

片有近百位国内一线艺术家、数千

名演员参加演出，数百位电影工作

者共同创作。电影拍摄使用 8 台

8K 数字摄影机，大量运用了移动、

摇臂、斯泰尼康稳定器、超广角镜

头等电影拍摄手段。为确保银幕

画面精致，摄制组还在国家大剧院

搭建专用摄影棚，为数十位演员进

行了特效拍摄；同时在剪辑过程中

又到浙江横店影视基地和在北京

摄影棚内进行了主要演员形象的

补拍；为丰富银幕效果，后期制作

中又增加了大量中央新影集团珍

藏的历史影像资料镜头，有 5 名资

料员对历史资料镜头进行了二十

几次的遴选、修改，最终确定了 20
分钟的历史影像，这些历史资料镜

头的使用拓展了舞台表现空间，使

得演出叙事线索更加清晰完整，故

事情节更加丰富饱满，艺术效果更

加打动人心；近千人次的特效修复

团队对 1200 个镜头进行了特效处

理，加之 5·1 环绕声的技术制作，

使电影观众能够获得对于音乐歌

舞的崭新观赏体验。

该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集团）出品，北京全盛世纪

影业公司和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发

行，6 月 7 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李霆钧）

《奋斗吧 中华儿女》

影片是舞台演出《奋斗吧中华儿

女》的电影版，史诗般地回顾了百年

来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和壮丽征程。

上映日期：6月7日

类型：歌舞/文艺

导演：侯克明

主演：唐国强/刘劲/王伍福/张国立

出品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全盛世纪

《超越》

百米冠军吴添翼为解开无法战

胜老飞人郝超越的心结而返乡，不料

郝超越早已沉沦，逃避最爱的跑步事

业，更处心积虑利用吴添翼谋利。师

兄弟二人的较量从回忆中的跑道延

伸进现实生活，历经误会和冲突，最

终冰释前嫌并互相治愈。

上映日期：6月12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韩博文

编剧：甲子复

主演：郑恺/李昀锐/曹炳琨/张蓝心

出品方：猎豹文化/华谊兄弟/宏
寰国际

发行方：华谊兄弟/华影天下

《热带往事》

南方炎热的夏日夜晚，年轻的

王学明遭遇了一起意外。梁妈的

老公忽然失踪，她寻求陈警官的帮

助，却不知自己已成为别人的下一

个“目标”。陈警官负责老梁失踪

案，他发现案情的发展远超自己掌

控。这群不知命运已被悄然更改

的人，都在试图窥视关于那个夜晚

的真相，但这个夏夜的记忆如错乱

的拼图，愈加扑朔迷离。

上映日期：6月12日

类型：悬疑

导演：温仕培

编剧：诺亚·道森/温仕培/赵秉昊/
王一诺

主演：彭于晏/张艾嘉/王砚辉/章宇

出品方：坏猴子/北京文化/欢喜

首映/阿里影业/腾讯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阿里影业

《阳光姐妹淘》

家庭主妇张丽君在医院重逢了

病重的高中好姐妹林青，林青希望离

世前能跟当年的姐妹们重聚。于是，

张丽君开启了寻找姐妹的旅程，这一

路，大家找回了青春，也重新审视了

当下生活。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喜剧

导演：包贝尔

编剧：阿美/宋成魏

主演：殷桃/曾黎/张歆艺/马苏/倪
虹洁

出品方：喜焰文化/光线传媒

发行方：光线传媒

《候鸟》

从甘肃农村一路打拼到城市发

展的年轻女孩单飞，为了工作在远离

家乡的遥远城市，努力奋斗，慢慢在

职场的拼搏中她渐渐忽略了亲人的

存在。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母亲方文

芝患上重病的消息……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运防

编剧：郑现太/意辰/都子山

主演：王姬/高丽雯/陈朵怡/朱怀旭

出品方：龙骏影视

发行方：十品影业

《饮料超人》

一款名叫“压力杀手”的饮料风

靡全城，发明者希望通过这款饮料

消除人们的压力，却不料背后暗藏

危机。

上映日期：6月12日

类型：动画

导演：赵明辉

配音：郝翔海/陈喆/林强

出品方：众合千澄

发行方：众合千澄

《潜艇总动员：地心游记》

科研潜艇“逗号”，是科幻小说

《地心游记》的铁杆粉丝。为研究海

底神秘物质, 跟着叔叔地质学家“铁

石号”深潜马里亚纳海沟，意外被卷

入洞穴迷宫来到巨大未知世界并发

现远古生物，开启了超乎想象的海底

地心探险。

上映日期：6月12日

类型：动画

导演：张超

编剧：林嘉琪/林若虹/夏天然

配音：姚珊/王琪/闷狐鹿

出品方：环球数码/柏铭影视

发行方：上影股份

《疯狂丑小鸭2靠谱英雄》

丑小鸭成功拯救鸟类王国后回

到了鸭子农场，在那里他受到了英雄

般的待遇，丑小鸭也开始沉迷于这种

明星的光环。另一边鸟类王国中一

场不知名的瘟疫蔓延开来，不少鸟儿

都染病不起，天鹅议员们派人前去寻

求卡尔骑士的帮助……

上映日期：6月12日

类型：动画

导演：杨菲

编剧：于昂

配音：王雪沁/徐子尧/唐泽宗

出品方：泰尚文化/锋尚锐志/影
聚天下

发行方：锋尚锐志

《玄夜狐影》

明朝末年，正直的书生杨于畏因

遭奸人所害，被迫搬到山中荒废的破

庙居住，从而结识神秘书生胡连锁并

成为好友。却不料，他因此卷入了一

场诡异恐怖的争斗之中。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惊悚

导演：张少军

编剧：张少军/高晶

主演：葛天/花昆/袁晶/王思懿

出品方：加姆森影视/嘉上影视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当男人恋爱时》（中国台湾）

三流小混混韩太逸一直以来过

着帮高利贷讨债的不务正业的生活，

直到遇见了周皓婷，才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是爱情。而皓婷也被太逸的纯

情所打动，慢慢打开心房，和太逸展

开一场浪漫爱情。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爱情

导演：殷振豪

编剧：傅凯羚/简持中

主演：邱泽/许玮甯/蔡振南

出品方：众合千澄/金盏花大影业

发行方：中影

《你好世界》（日本）

在京都居住的内向男高中生直

实的面前，突然出现从10年后穿越而

来26岁的自己。未来的直实告诉他，

自己不久便会与琉璃相爱，可是之后

烟花大会时她却会因为一场事故意

外离世……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动画

导演：伊藤智彦

编剧：野崎惑

配音：滨边美波/钉宫理惠

出品方：日本东宝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

《天堂电影院》（意大利）

多多喜欢看放映师艾佛特放电

影，在胶片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乐

趣，后来多多远离故乡成为了一名电

影导演。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

编剧：朱塞佩·托纳多雷/瓦娜·波利

主演：菲利普·努瓦雷/雅克·贝

汉/马克·莱昂纳蒂/萨瓦特利·卡西欧

出品方：意大利克里斯托蒂电影

公司

发行方：华夏

《比得兔2：逃跑计划》（美国）

年少轻狂的比得踏上了背井离

乡的路并成功赢得老江湖巴拿巴的

青睐、成为了团伙中的扛把子，怎料

却将追随而来的昔日老友们推入死

亡陷阱。幡然醒悟后，比得在这场冒

险旅途中收获了友情，理解了亲情，

最终实现了自我成长，成为真正的

“兔一哥”。

上映日期：6月11日

类型：动画

导演：威尔·古勒

编剧：威尔·古勒/碧翠丝·波特/
帕特里克·伯利

主演：多姆纳尔·格里森/萝丝·拜恩

出品方：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

司出品的惊悚悬疑电影《寂静之地

2》票 房 持 续 走 高 ，目 前 已 位 居

2021 年内地进口电影票房排行榜

第五。影片近日发布全新片段，伊

芙琳再度成为外星怪物追杀目标。

新发布的片段中，伊芙琳一家

来到一处荒草杂生、残破不堪的厂

区，伊芙琳小心翼翼地穿过围栏，

然而，伊芙琳无意中触发机关，酒

瓶剧烈晃动，必将引来怪物，一家

人奋力奔逃，命运危在旦夕。区别

于前作有限的拍摄地点，《寂静之

地 2》开辟和呈现了更多的场景，

除了阴森破旧的工厂之外，荒凉的

铁路、被怪物残杀后的废旧火车，

以及危机四伏的海滩……一系列

全新场景和高能场面“解锁”，为

观众带来了超强的感官刺激。

（杜思梦）

本报讯 6 月 6 日，端午档影片

《热带往事》举行“高温来袭 燥热

狂欢”首映礼。影片监制宁浩、导

演温仕培、领衔主演张艾嘉、主演

姜珮瑶、芦鑫亮相。另一位领衔

主演彭于晏则以特别的方式互

动。首映观影后，《热带往事》罕

见的“嫌疑犯视角”叙事得到业内

嘉宾和观众称赞，监制宁浩也大

赞影片“视角特别”，称自己小时

候也曾有过同样感受，并透露，当

初是被影片故事的“人性角度”所

打动。当天，影片亦获得前来观

影的林超贤、王彦霖、春夏、饶晓

志等嘉宾的点赞。该片将于 6 月

12 日以 IMAX、中国巨幕等格式正

式上映。

《热带往事》是宁浩与坏猴子

影业发起的“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

划”之最新作品。新人导演温仕

培以层层递进的结构，讲述了一

个“意外和赎罪”的故事。首映观

影之后，宁浩与众主创登台，分享

影片台前幕后。有观众认为：影

片采用了华语犯罪类型片中，罕

见的“嫌疑人”视角叙事，可以说

是“不畏剧透”。对此宁浩表示：

“视角是很特别的视角，这里面王

学明有不停想接近梁妈的行为。

我小时候也有这种感受，比如干

了什么坏事，恶作剧什么的，还想

回去看看人家好不好。所以这个

故事人性的角度很打动我。”

（杜思梦）

端午档新片《超越》在京首映

CINITY首次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动画电影《飞向月球》：让孩子主动体悟和表达

《建筑师》江苏泰州首映

《美食的浪漫》浙江台州开机

《寂静之地2》：艾米莉·布朗特“再陷危机”

《热带往事》首映口碑“燃炸”端午

宁浩：我小时候干了坏事，也想回去看看

4K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

《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京首映

影片主创

监制、主演郑恺

嘉宾亮相首映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