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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映画

《黄金土》

大学生刘小天带着恋人回到农村

老家，利用所学知识发展农产品产业，

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的故事，展现

了当代青年人把青春奉献给热土，为

扶贫事业不解奋斗的信念和担当。

上映日期：11月22日

类型：喜剧

导演：王斌

编剧：雷小英/毛久兵

主演：刘一江/王圻文宣/吴奕达/杨
翊灵

出品方：道佐影视/景元影视

发行方：谷泰映画

《穿过雨林》

展现海南十五年如一日的教育移

民这项扶贫工作给贫困黎寨带来的巨

大变迁，给偏僻地区黎族儿童命运带

来的幸福转折以及海南黎族同胞“信

守诺言”的价值观。

上映日期：11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林青/王威

编剧：晓剑

主演：胡姗姗/范雷/何轩宇/王嘉悦

出品方：海南省电影家协会/中共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员会/昌江黎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海南省教育厅

发行方：惟德潮升

《加油兄弟》

王旭东、王云天俩人为了改变自

己的命运，告别父母，离开生活了 20

年的农村 ，一起努力实现他们自己的

梦想。

上映日期：11月25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国富

编剧：芦星晨

主演：陈烨/宁檬/林子幸/段又扬

出品方：星道影视

发行方：谷泰映画

《野马分鬃》

即将大学毕业的阿坤像所有急于

驰骋的少年一样，迫不及待要好好闯

荡社会一番。拿到驾照后，阿坤邂逅

了自己的二手吉普车，本以为它会给

生活带来新的可能，但它却将自己带

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路口。在这段“荒

腔走板”的日子中，阿坤逐渐意识到了

成长的代价和生命的无常。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剧情/青春

导演：魏书钧

编剧：魏书钧/高临阳

主演：周游/郑英辰/王小木/佟林楷

出品方：阿里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

《读心者之深海》

心理咨询师黄晓军涉嫌对女客户

性骚扰被投诉后遭到停职，但随后他的

导师吴教授又为他介绍了一个叫赵立

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黄晓军发现赵

在幻觉下，会通过杀死幻觉里的人来解

脱自己，而他已经快分不清幻觉和现实

了。在治疗过程中，黄晓军发现自己也

在被赵立华影响着，当他终于找到治好

赵立华方法后，也发现了关于自己的一

个重大秘密。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惊悚

导演：边军

编剧：边军

主演：牛颢霖/沈丽华/杨雪/钰子

出品方：聚幕文化

发行方：十分认真影业

《七月的舞步》

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顾悠悠热

爱街舞，在老妈的期许下学习着芭蕾

舞，在每个人的青春时代，有彷徨也有

热血，但都面临选择，在男朋友毛雪山

的鼓励下，顾悠悠决定跨出追寻梦想

的那一步，拒绝了中央芭蕾舞团的邀

请。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曹岸

编剧：曹岸

主演：张予曦/黄小蕾/黄景行/姜超

出品方：七门影业/一亥影视/京元素

发行方：千里电影发行

《捞世界》

马天一为了向爱人石一枝证明自

己能给她幸福，带着好兄弟“小蝌蚪”

去挣大钱，不料从此踏上一段奇葩冒

险、啼笑皆非的爆笑之旅。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喜剧

导演：谢晓东

主演：黄才伦/胡博/冯波/李易祥

出品方：银梦影视/堂前燕无锡影

业/哔哩哔哩/珠江影业

《迷你特工队之拯救恐龙王》

被外星人控制的恐龙王对地球发

起了攻击，迷你特工队在强大的力量

面前屡屡挫败，关键时刻，曾经与恐龙

王有着深厚友谊的少年——杨能否重

新唤起恐龙王的记忆，一起来对抗外

星人？

上映日期：11月27日

类型：动画

导演：田壹仁

主演：李胜/乔可莉/杨恒

出品方：大美传奇/惊奇大地/泰地

文化

发行方：奇幻国度/美霖文化/惊奇

和睿

《银行家》（美国）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从小励志

改变命运的黑人企业家伯纳德和乔在

种族制度的枷锁下，创业处处受阻。

不得已他们想出奇招，雇佣白人马特

来扮演他们产业帝国的“老大”，伯纳

德和乔则扮成门房和司机，幕后操

盘。就在他们的产业帝国越发壮大之

时，却面临危险。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乔治·诺非

编剧：乔治·诺非/布拉德·凯恩

主演：安东尼·麦凯/塞缪尔·杰克

逊/尼古拉斯·霍尔特

出品方：罗穆卢斯娱乐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真实反映女性独居安全现

状的电影《门锁》正在全国热映，日前，

该片在京举办了“因为真实，所以害怕”

首映礼，监制五百、导演别克率领衔主

演白百何、白客、范丞丞，主演王紫璇、

马浴柯、刘頔，特别出演郭佳伊、金車厘

子一同亮相，与众多观众共同“解锁”这

部影片的神秘面纱。

现场，众主创再度聚首气氛热烈，

谈起拍摄时的各种趣事根本停不下来；

而谈到影片的创作初衷，众人纷纷表示

希望影片除了带给观众感同身受的观

影体验外，还能让更多的人看到独居人

群的真实处境，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推动

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保护，可谓正

能量满满。而这份期许也被观众接受，

很多影迷都表示，虽然前面看得手脚发

凉，但看到女主挥棒打向坏人时感受到

十足的女性力量，同时也会推荐身边的

人观看。

《门锁》讲述了独居女性方卉在大

城市过着家和公司“两点一线”的平静

生活，然而随着一天夜晚，门把手从门

外被暴力拉拽，她的生活中开始出现各

种怪事，这让独居的她心力憔悴。导演

别克揭露《门锁》的故事源于他身边朋

友的真实经历，“每次看到这些关于女

性独居的新闻我都非常地震惊、痛心，

更可怕的是这个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因

为朋友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女性独居是

一个值得被探讨的话题，这也是《门锁》

诞生的契机。”监制五百也表示，独居是

年轻人在大城市里非常普遍的一种生

活方式，女性安全、独居安全、信息安全

等衍生问题都值得关注。希望《门锁》

电影在能给予观众更多思考的同时，也

让大家看见敢于拼搏敢于反抗的女性

力量。正是因为主创团队对故事性、社

会性的坚持，才让该片收获了“因为真

实，所以害怕”的称赞，还未正式上映便

已形成口碑。

演员白百何在片中饰演方卉，她坦

言：“自己在戏拍完后，有一段时间疑神

疑鬼，不敢坐电梯。”她希望大家提高自

己的安全意识，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

个问题。因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饰演郑飞的白客本次挑战了一个

颇具神秘色彩的角色，他表示这是一次

非常愉快的尝试，希望大家看到最后不

要惊讶，同时还对受到惊吓的朋友们表

示要“自罚一杯热水”。首次登陆大银

幕的范丞丞，现场与角色小吴随机切

换，还原那句预告中“令人细思极恐的

晚安”，显示出大男孩调皮的一面，更令

现场一片欢笑，而谈到自己的角色，他

说被自己吓了一跳，可见其角色反差之

大，令人更加期待。

现场，许多观众都表示《门锁》直击

社会痛点的题材选择、真实接地气的故

事设定、极具代入感的氛围营造、犀利

的镜头语言和演员们游刃有余的演

技。 （林琳）

本报讯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推广

曲《漠河舞厅》MV 近日上线并发布一

组复古时尚大片。歌曲原唱为音乐人

柳爽，此次由影片主演周冬雨、刘昊然、

梅婷、袁弘倾情献唱。MV 中，四位演

员首次合体“唱跳”，复古造型极具氛围

感。同时饱含思念意味的歌词与主创

的原声台词、电影画面交织，共同讲述

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尘封往事。

《漠河舞厅》MV 讲述了一场动人

的爱情故事，男生来到舞厅遇见多年未

见的女孩在唱歌，与爱的人喜悦共舞，

但最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他的思念与

幻想。光影交错之间，画面从开启到落

幕，仿佛一场奇妙的时空穿梭之旅。

MV 用双重故事线将电影主人公李斐

（周冬雨 饰）和庄树（刘昊然 饰）的故事

延续到戏外，把电影中这段有关约定与

守护、离别与成长的故事讲述完整，还

原了每个人的心中的美好。

周冬雨、刘昊然、梅婷、袁弘四位演

员独特的嗓音演绎出主人公等待的孤

独与思念，加之深情的歌词与动人的旋

律，共同描绘出一段凄美浪漫的爱情故

事。MV中，周冬雨、刘昊然、梅婷、袁弘

的造型都极具年代氛围感与故事感，他

们分别身着碎花短裙、格子衬衫、喇叭裤

等复古时尚单品，“摩登范儿”十足，精致

的造型完美契合了90年代的时代潮流。

该片由刁亦男监制，张骥执导，《平

原上的摩西》原著作者双雪涛担任艺术

总监，周冬雨、刘昊然领衔主演，梅婷、

袁弘、吕聿来、陈明昊主演，将于 12 月

24日全国公映。 （影子）

本报讯 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

的电影《误杀 2》近日发布“全新出

发”特辑，一众主创集体现身，向观

众介绍这个全方位升级的故事，新

阵容、新故事、新困局和新内核，打

造焕然一新的银幕盛宴。

在特辑中，肖央表示，这次不是

上一部故事的延续，而是呈现了新

的人物、新的故事。文咏珊透露，这

是一个一家三口从很幸福，然后突

发巨变，面对儿子患病治疗所需的

“天价”手术费，他们耗尽所有。任

达华感叹，影片展现了一个现实社

会中平凡人的父爱。

正如监制陈思诚所言，“误杀”系

列的主题都是为了救孩子，展现人性

的温暖，但林日朗变成了主动设局，

企图通过制造一场混乱化解危机。

在这场善恶难辨的生死迷局中，观众

可能时而会被“歹徒”林日朗所谓的

凶残所激怒，时而又被他的深沉父爱

所打动。

影片不仅故事焕然一新，主题内

核更是全面升级。导演戴墨介绍了

“误杀”背后暗藏的深意，如何分辨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没有办法

用一个事情去定义一个人，因为对

于一个人的定义就是一层“误杀”。

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更具有社会性，

值得大家去探讨。肖央称，当每个人

都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难免伤害

到别人的幸福。监制陈思诚也表示，

在当下众说纷纭的时代，不论是对一

个人，还是对一件事，大家在彻底弄

清真相之前，是否应该保有更冷静的

态度？通过这部电影，也许大家能收

获进一步的自省和反思。

《误杀 2》改编自豆瓣 8.4 分电影

《迫在眉梢》，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

导，肖央、任达华、文咏珊、陈雨锶、

宋洋、李治廷主演，计划于 12 月 24
日上映。影片由万达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厦门恒业影业有限公司、北京

壹同传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不好意思

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

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出品。

（赵丽）

本报讯 由曹炳琨自导自演，张

翀监制，田浩宁、林博洋、李昀锐主

演的电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近日

发布“我的爸爸”版预告，宣布提档

12 月 3 日在全国影院上映，已于 11

月 23 日在全国 43 个城市部分影院

开启超前点映，并持续至 11 月 26
日，提前重磅释放“2021 年度压轴催

泪弹”。

影片讲述了外卖员曹德望（曹炳

琨 饰）因一场事故而不得不将与自

己相依为命的儿子曹生（田浩宁 饰）

送进福利院的故事。“我的爸爸”版

预告，以儿子曹生的视角呈现的这

个用爱与陪伴胜过血缘关系的情感

故事令人动容。在此前的超前观影

中，许多观众被影片中人物之间强

烈的情感与有爱的互动所打动，并

力赞影片口碑：“看完《只要你过得

比我好》，我眼泪大概哭了两缸不夸

张。这电影里的父子互动有种朴实

的动人，可能熟悉、却也久违。”“两

对父子，都是动人的，甚至连祖孙之

间的互动，刚开始以为是有隔阂的，

等回过头再看，也是另一种难以割

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让我做什

么都好。”

该片由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麦颂影视投

资（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冲击力影

视投资有限公司、博亚环球影业（北

京）有限公司出品，海南禾光影业有

限公司、北京米里米特影视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本报讯 由雷佳音、李现、辛芷蕾

领衔主演，葛优特别主演，郭子健执

导，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董局

中局》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定档 12 月

3 日，12 月 2 日超前点映。“夺宝小分

队”成员许愿（雷佳音 饰）、药不然

（李现 饰）、黄烟烟（辛芷蕾 饰）、付贵

（葛优 饰）重磅集结，古玩界高手齐

齐“入局”，寻宝破局一路开挂，江湖

豪斗酣畅淋漓。

流失海外的佛头即将归国，回归

仪式前夕，混迹市井的许愿被点名接

宝，但在与佛头“过手”之后，他却发

现佛头为假，古玩界各方势力闻风而

动，一场阴谋阳谋交错的迷局悄然展

开。许愿、五脉天才药不然、五脉黄

门后人黄烟烟、掌握着重要线索的许

家故友付贵将如何破局寻宝，找到最

终真相？

古玩江湖各方势力“大燃斗”，离

不开价值连城的古董，为了更好地展

现琳琅满目的各色古玩，影片主创团

队与古董专家翟建民先生达成合作，

拍摄时借用三十余件古董真品作为

道具，力求每一个镜头都精益求精，

超高质感展露无遗。既能一览古玩

江湖奇观，又能一窥古董豪门秘史。

《古董局中局》由英皇(北京)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津联瑞影业有

限公司、正夫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木夕）

本报讯电影《猎毒》近日发布一

张概念海报，正式公布主创阵容。

本片由邱礼涛、古玉芬监制，高子彬

导演，杨紫、王千源、尚语贤、刘敏涛

领衔主演，讲述了缉毒女警察伪装

身份，卧底贩毒集团的故事，这也是

国内外罕见地以女性为主视角的缉

毒犯罪片。此前，邱礼涛导演的《拆

弹专家》系列及《扫毒 2》得到许多观

众的喜爱，《猎毒》也开启了“毒系

列”的新篇章。

据了解，杨紫在拍摄前一个月就

开始为角色做准备，提前一个多星

期就进组做相关体能训练并且去到

了戒毒中心学习禁毒知识，采访缉

毒警察，力求塑造真实的缉毒警察

形象。开机仪式上 ,杨紫表示，“这段

时间我有和一线的缉毒警察交流学

习。因为这个职业的危险性，他们

的功与名在幕后，所以我希望可以

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来致敬他们。”

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尹永海

也为电影致辞，并致敬用汗水鲜血

和生命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缉

毒警察。

此前，邱礼涛导演的《拆弹专

家》系列、《扫毒 2》得到了许多观众

的 喜 爱 ，并 多 次 拿 下 港 片 票 房 冠

军。《猎毒》的导演高子彬，擅长拍摄

写实的动作电影，此前与邱礼涛在

《扫毒 2》中有过合作，两人再度携

手，依然是熟悉的缉毒题材，但与以

往硬汉警匪片不同的是，这次把故

事的主视角聚焦在女性警察身上，

展现禁毒一线的女性力量，展现不

畏生死，用热血守护人民安宁的缉

毒英雄。

本片由阿里巴巴影业（天津）有

限公司、青岛空谷幽水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佳文映画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出品，山东省电影局、中共青岛

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天津万有引力

文化经纪有限公司、重庆栎日映画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蓝天黑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2022 年

全国上映。 （木夕）

杨紫、王千源联袂出演电影《猎毒》

《误杀2》主创解读重新定义“误杀”

《古董局中局》定档12月3日
《平原上的火焰》发推广曲MV

电影《门锁》北京首映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提档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