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新片16 中国电影报 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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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南国的中秋依旧是热情

似火，期盼已久的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大家集聚，位于

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定军山电影科技

产业园分会场于9月24日也随之拉开

了序幕。分会场以“回眸百年、创影未

来”为主题，举办了重点项目合作签

约、“创影未来”电影技术论坛、高等级

数字电影沉浸式音频放映、园区企业

新作品新项目发布及产品展览展示推

广等活动。

开幕式上，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陈金海发表致辞。他表示本届

文博会着力探寻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

展新趋势、新机遇，重点体现“六个聚

焦”，力争实现“不一样的精彩”。一是

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

题。二是聚焦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三是聚焦新型文化业态培

育。四是聚焦展示文旅融合发展新成

效。五是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与发展。六是聚焦服务模式创新。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

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所长张

伟在开幕式上着重阐述了近年来我国

电影科技在前沿性、基础性、关键性技

术上的研发力度与成果。我国电影行

业在巨幕系统、激光放映、电影云制

作、3D 立体放映系统、电影放映新模

式等一系列电影科技领域已实现技术

自主创新并投入使用，一些“卡脖子”

技术难题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电影

的一些领域，中国电影科技正在由“跟

跑者”上升为“并行者”，随着我国电影

科技的繁荣发展，中国必将迈进世界

电影科技“领跑者”的行列。

在开幕式上园区企业深圳市上御

同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广电

融媒体集团就3.0主旋律院线电影《人

间理想》达成合作；海鹿丽影传媒（深

圳）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

究所就《我的老师》院线电影达成项目

合作；深圳市定军山科技有限公司与

豪威科技集团就“智慧三点半”课后服

务电影教育实践室项目达成合作；与

广东省博华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就

“8K 超高清编解码、传输等关键技术

产业化”达成合作。

活动中，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建党

100周年电影展”观看到精彩的红色电

影，还可以亲身体验专业的电影拍摄、

制作设备，过一把演员、导演、剪辑等

艺术创作的瘾。这次活动还得到了电

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测认证南方中心

的大力支持，有幸进入南方中心自有

知识产权的“数字电影沉浸式音频制

作实验室”里的观众，观影后都久久不

能平静，大呼享受到了平生最好的音

效体验。

在“创影未来”电影技术论坛圆桌

环节，来自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广东博华超

高清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中

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电影高新技术专

业委员会的技术专家们共同围绕电影

放映模式多元化、电影放映与8K LED
大屏融合、虚拟拍摄等新技术展开讨

论，并从各自研究领域角度发表见

解。 （赵丽）

《五个扑水的少年》

五名性格迥异的高中男生阴差阳

错加入了学校的男子花样游泳队。五

个男生被“赶鸭子上架”，被最初抗拒

花游的少年为了对抗被所有人看轻的

这份“不爽”，认认真真坚持到底，最终

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极其特别的

演出。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剧情/青春

导演：宋灏霖

编剧：缪倩/宋灏霖

主演：辛云来/冯祥琨/李孝谦/吴
俊霆

出品方：光线影业/五光十色/光
合世纪/巨坞影视

发行方：光线影业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一对双胞胎

兄妹，鲁西西成绩优异，皮皮鲁调皮

贪玩。有一天鲁西西在家里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罐头，罐头里面出现了

五个只有火柴棍高的小人，鲁西西

给他们分别起名博士、上尉、艺术

家、歌唱家、外交官。皮皮鲁与鲁西

西这对兄妹在结识了五位罐头小人

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开启了一段奇幻冒险

的旅程。

上映日期：9月30日

类型：奇幻/喜剧

导演：于飞

编剧：于飞

主演：洪悦熙/庄则熙/田雨/刘一莹

出品方：东阳海童影视/万达影

视/影视动漫/书瑶文化

发行方：万达影视

《探探猫人鱼公主》

从海底逃难上岸的美人鱼公主意

外被探探猫所救，为了粉碎深海族女

巫统治海底世界的阴谋，探探猫和伙

伴们帮助公主历经万难终于寻找到魔

法石，并借此击败了深海女巫。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

导演：宋庭辉

编剧：梁乐/肖红云

配音：李凤良/李娇/张懿涵/宋悦欣

出品方：绘心动漫文化/瑞渊文

化/锋尚锐志/指幻动漫

发行方：锋尚锐志影视/红星美凯

龙影业

《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

在牛爷爷的影响下，以图图和刷

子为首的“霸王龙小分队”懂了让别人

高兴的恶作剧才是有意思的恶作剧，

要玩就玩“正义的恶作剧”。牛爷爷带

领“霸王龙小分队”来到老年之家，为

孤老们带来欢乐。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

导演：速达

编剧：黄歆真

主演：潘延/范楚绒/胡谦

出品方：上海美术电影制厂/大耳

朵图图影视

发行方：猫眼微影

《老鹰抓小鸡》

讲述了在鸡村长大的小鹰金宝和

不服命运的小鸡小迪这对姐弟，携手

追寻飞翔之梦的故事。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

导演：董龙

编剧：董龙

配音：刘星佐/杏林儿/陈浩/幻听

出品方：飞马良子影视

发行方：聚合影联

《萌鸡小队：萌闯新世界》

萌鸡一家因为人类开发被迫搬离

森林，打算穿越城市去山另一边寻找

新巢穴。城市中危险重重，萌鸡们跟

妈妈走散，在经历一连串冒险后，重聚

的萌鸡一家用亲情感动了人类，公寓

开发停止，萌鸡一家和野生动物们重

回森林。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

导演：冯操

编剧：刘珮如/杜鹏

配音：邓玉婷/江俊潮/张倩僮/詹
羽轩

出品方：奥飞文化/奥飞影业/东
阳小宇宙

发行方：东阳小宇宙

《燃烧的玫瑰湖》

讲述了不忘乡愁的企业家黄金生

带领博士生女儿黄玫回乡创业的动人

故事。

上映日期：10月10日

类型：剧情

导演：衣洪波

编剧：李以省

主演：祝延平/郭凯敏/薛中锐/郭
乙桓

出品方：尚慈影视/天基置业/最
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发行方：尚慈影视

《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中/美）

一对形似甜甜圈的小动物兄妹因

为一场意外穿越进现代上海，在时间

花的帮助下，兄妹俩联手小白狗和灭

绝动物宝宝团，试图拯救自己濒临灭

绝的族群。

上映日期：10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大卫·西尔弗曼

编剧：乔尔·科恩/约翰·弗林克/
罗伯·拉泽布尼克

配音：亚当·德维尼/蕾切尔·布鲁

姆/郑肯

出品方：华狮盛典/华狮娱乐/华
谊腾讯/华谊兄弟点睛动画

发行方：华谊兄弟/华影天下

本报讯 近日，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 28 届大学生电影节珠海启动仪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南国剧场举

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党委书记

兼珠海分校党委书记韦蔚参加启动仪

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

授、博导、网络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张智

华，艺术与传媒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北

京国际电影节·第 28届大学生电影节

行政统筹周蓬勃以及电影节组委会、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代

表参加仪式，来自业界行业的嘉宾宁

敬武、李东学与现场的观众共同见证

本届大电影节在珠海分会场的开启。

韦蔚在致辞中表示，今年北京国

际电影节·第 28届大学生电影节选择

以北京、珠海为中心举办系列主题活

动，大学生电影节在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城市——珠海举办，不仅是北京师

范大学将珠海校区建设成为“综合

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南方校区的重要举

措，也是北师大发挥戏剧与影视、中

国语言文学等一流学科优势，服务国

家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战略、建设人文

湾区的有益探索。当代大学生是中

国电影文化艺术的继承者、创造者，是

中国电影创作与评论的接力手和领先

军。大影节为所有的电影爱好者奉上

一场精彩纷呈的电影盛宴的同时，又

能传播有道德、有温度的电影作品，传

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风貌，凝聚中国

力量。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8届大学生

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委员、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

在线上给大家送来祝福。他介绍了本

届大学生电影节的情况以及在珠海同

步举办的重要意义。他说，从 1993至

今，这 28 年间，大学生电影节始终坚

持“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

宗旨，始终保持“大学生办，大学生看，

大学生拍，大学生评”的鲜明特色。大

学生电影节展现着新时代中国大学生

的精神面貌与青春风采，致力于打造

一张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品牌影响力的

文化名片。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沿海开放的

前沿阵地，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前哨站，

在“青春之城，活力之都”的珠海举办

大学生电影节，是北京师范大学共建

人文湾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体现。多年来，大学生电影节立

足于北师大综合院校的学科实力，在

大学生美育、电影学术及业界人才培

养、中国电影走出去等多端发力，业已

成为辐射业界学界，勾连国内国际，联

系校园与社会的桥梁。大影节响应国

家大湾区重要战略部署，首次在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办启动仪式、学

术研讨会、系列主题影展等丰富的电

影节活动，拓展大影节在粤港澳地区

的品牌影响力、挖掘粤港澳大湾区丰

富的影视文化资源与人才，打造人文

湾区、彰显时代风采。

在启动仪式和精彩的文艺演出

结束后，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8 届大

学生电影节珠海开幕影片《千顷澄碧

的时代》的放映以及主创团队交流正

式开始。《千顷澄碧的时代》是由宁敬

武执导，李东学、宋佳伦、苏丽领衔主

演的电影，放映之后引发了现场观众

热烈的反响。在开幕影片主创交流

环节，《千顷澄碧的时代》导演宁敬

武、演员李东学来到启动仪式现场并

同观众分享了他们的创作故事和心

路历程。

宁敬武讲述了如何通过影像去塑

造中国脱贫攻坚一线的群像人物，以

及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和自强不息、敢

为人先的时代精神。李东学回顾了他

对芦靖生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以

及理解角色达到共情的过程。

本届启动仪式和开幕展映由电影

频道主持人瑶淼担任主持，采用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在电影频道融媒

体中心和快手同步直播，受到了社会

各界和北师大珠海校区师生的广泛关

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影子）

第十七届文博会定军山电影科技
产业园分会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 由速达执导的《大耳朵图

图之霸王龙在行动》将于 10 月 1 日全

国上映。9 月 25 日，影片在京举行首

映礼。影片中“图图”和“牛爷爷”的真

人动作表演演员胡艺潇、郭齐亮相首

映礼。胡艺潇与郭齐现场还原影片中

的“霸王龙舞”，小朋友们纷纷起身模

仿，现场一片欢声笑语。为电影演唱

主题曲《快乐小孩》的蔡国庆父子也前

来支持现场献唱。

影片放映过程中，影厅里充满了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些孩子兴奋

得站了起来，有些孩子开怀大笑。

而到了影片的结尾不少观众也备受

感动，在看到图图为牛爷爷庆生的

段落时，有不少家长和孩子开始落

泪，被剧情深深吸引。一位家长说：

“图图的行为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他

对邻居的关爱给予我们莫大的启

示，我们也应该多多关爱身边的老

人，为他们带来欢乐。”

当天，媒体人陈鲁豫也前来观影，

她讲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带给她

的美好童年回忆，并期望中国动画可

以走向世界，“我希望今天小朋友能够

有这样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只是来自

于海外进口的作品，应该有中国自己

的声音”。参与影片宣传曲演唱的蔡

国庆提到：“和儿子庆庆一起唱宣传曲

的时候非常兴奋，这也是送给儿子最

好的礼物。希望大家国庆节一起来看

大耳朵图图大电影。”蔡国庆的儿子蔡

轩正则说道，“我们一定要经常陪伴爷

爷奶奶。”父子二人现场清唱了一段

《快乐小孩》，现场欢乐感拉满。

《大耳朵图图》系列动画是由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作

品，自 2004 年央视少儿首播至今，已

经陪伴了两代人成长。电影《大耳朵

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是第二部“大耳

朵图图”大电影，该片由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上海上影大耳朵图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林琳）

本报讯 近日，由监制徐峥联手“90
后”女性新人导演、编剧邵艺辉制作的

电影《爱情神话》宣布定档 12 月 24 日

全国公映。影片发布首款“伊的话”版

定档预告，上海爷叔老白（徐峥 饰）趣

味解读绅士的定义，不料被小女孩的

童言稚语轻松“秒杀”，幽默轻快的气

氛不禁让人会心一笑。电影由徐峥、

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领衔主

演，黄明昊、王影璐特别出演，宁理、张

芝华、吴冕友情出演。

《爱情神话》中，导演邵艺辉在剧

本中描绘了一个去景观化的都市，将

视角深入到弄堂阁楼中，近距离观察

都市真实的鲜活生活。作为该片的导

演和编剧，邵艺辉表示：“我在上海生

活了六七年，有时候觉得比我的家乡

都熟悉。因为你在故乡的时候，其实

你不会刻意去感知你身边的环境，因

为你是天生长在那里，但如果你在一

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城市，你会更

敏锐或者是更刻意去感知一下周边，

从人到这个环境。”

片中，徐峥一改往日形象，演绎一位

普通的都市爷叔，谈及为何出演这部新

作，徐峥表示：“我觉得很少能够碰到一

个戏，具有这么真实的一种生活质感。

它有非常大量的生活细节和生活的场

景，而且跟城市气质贴合得非常亲切。”

电影《爱情神话》由麦特影业（湖

北）、北京真乐道、上海电影（集团）、北

京捕影传奇出品。 （杜思梦）

◎ 新片

《王良军长》

以重庆綦江走出的革命先烈王

良同志的人生经历为蓝本，讲述其从

“投军黄埔”到“参加革命”，再到“屡

建功绩”的成长历程。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顾其铭

编剧：柳建伟/裴指海

主演：战立国/王伟/栾俊威/许铂岑

出品方：重庆电影集团/千里传

媒/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睿宸影视

发行方：聚合影联/如日之升

《天上的孩子》

一对贵州山里的年轻夫妇，得知

四岁的儿子得了绝症后，父亲决定做

出一些事情，让现状得已改变，同时

夫妻俩的想法也发生了转变。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许磊

编剧：许磊

主演：还幻/师清峰

出品方：金德影业/中瑞汇鑫/海
稻到金

发行方：启泰远洋文化

《不死鸟之恋》

秦岸和唐真真，庞国钱和刘彦欢

两对情侣，因无法接受对方的行事方

式双双分手，秦岸与刘彦欢走到一

起，庞国钱与唐真真希望挽回旧情，

在一起追随前任的过程中，相互吸引

成为情侣。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爱情

导演：马小白

主演：张艺骞/邱诗媛/孙迅/王瑞雪

出品方：神岸极观影视

发行方：华夏

《嫌疑人之长夜将尽》

刑警队长张文拥有异于常人的

超强记忆能力，在他遭到前同事不幸

牺牲后，伤心而离职刑警队，然后受

聘担任派出所民警，在他担任派出所

民警期间，富豪熊秉承与《密杀》导演

石迁在家中被杀害，而警方初步判断

的犯罪嫌疑人则是熊秉承之子熊浩

泽。在张文拨开层层迷雾后破获了

这起“模仿杀人案”，但在结案后，张

文发现背后还隐藏着一桩案中案。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刘铁柱/王庭

编剧：章宇航

主演：王迅/屠桀/匡牧野/倪大红

出品方：寒武纪影视/人外人影视

发行方：万合影业/万河影业

《秋末》

偏僻小山村赵有田与几位孤寡

老人相依为命，邻居突然去世引起大

家对子女们的思念。儿子打来电话

周末要看望赵有田，因得知孙子最爱

吃羊肉串，故事围绕赵有田制作羊肉

串和杀与不杀心爱的山羊，而展开一

场艰难的抉择。

上映日期：9月26日

类型：悬疑

导演：张晓卫

编剧：张晓卫

主演：胡乐平/王敬轩/郎计姐

出品方：鸣盛拉花/河北电影制

片厂/晴天文化/万象文化/显途文化/
中显文化/景达影视/腾视文化

发行方：谷泰映画

“大耳朵图图”大电影北京首映

蔡国庆：这是送给儿子最好的礼物

徐峥联手“90后”打造《爱情神话》定档12月24日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8届大学生
电影节珠海启动仪式举办

本报讯 由薛晓路执导，黄渤、贾

玲领衔主演，朱一龙、徐帆、高亚麟、

吴彦姝、许绍雄主演的《穿过寒冬拥

抱你》近日发布定档预告及定档海

报，宣布将于12月24日全国上映。

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展现疫

情背景的同时却不见悲恸和眼泪，首

度合作的黄渤、贾玲领衔一众实力派

演员用笑面对疫情，用爱化解阴霾，

满怀抗疫必胜信心，几个眼神就表达

出浓浓的情绪，十分治愈。影片预告

以空无一人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为开

篇，黄渤、贾玲、朱一龙几位演员用武

汉话，串联起 7张疫情阴霾笼罩下的

暖心笑脸。电影启用“国民度”极高

的黄渤、贾玲领衔主演，朱一龙、徐

帆、高亚麟、吴彦姝、许绍雄一众演技

派群星走心的演绎、教科书级别的情

绪拿捏，演出了普通人在疫情面前的

真实形象，瞬间拉近了电影与观众的

距离。

该片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领衔出品。

（木夕）

《穿过寒冬拥抱你》定档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