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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本报讯（记者 杜思梦）由李海

蜀、黄彦威联合执导，严屹宽、代斯、

耿乐、郝劭文等领衔主演，杜鹃特邀

出演的首部法医秦明大电影《秦明·
生死语者》已于 6 月 14 日全国公映，

原著作者及影片特别顾问秦明在影

片首映礼上看过全片后为该片打出

98分高分，并评价影片的剧情破案点

都在法医学上，“这才是真正的法医

题材电影”。

▶ 原著作者秦明：

这是真正的法医题材电影

电影《秦明·生死语者》改编自

法医秦明首部小说《尸语者》，影片

从原著每个单元案件提炼出精髓，

结合原著作者法医秦明本人的亲身

经历，糅合成一个大案。秦明出任

影片特别顾问，李海蜀、黄彦威执

导，严屹宽、代斯、耿乐、郝劭文联合

主演。

作为大银幕上难得一见的法医

题材电影，影片对法医工作日常和

解剖细节均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还

原，制作中不仅全程有法医学权威

人士提供专业指导，还邀请了知名

特效公司与道具团队，对案发现场、

伤痕、尸体、器官等进行了 1：1 毛发

级细致的还原，极富视觉冲击力。

对于成片，秦明认为，影片符合原

著，剧情破案点都在法医学上，是真

正的法医题材电影。而对于电影中

饰演秦明的严屹宽，秦明亦表示“十

分认可”，并透露看片时自己差点为

严屹宽的演技落泪。

秦明回忆，从业多年也曾遭遇

“被拒绝握手”等各种尴尬经历，法

医秦明的故事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

故事，他所写的是法医这个职业，秦

明其实是法医群体的一个缩影。秦

明希望通过法医秦明系列作品为法

医工作者赢得应有的尊重，“希望这

部电影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理解

我们、尊重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法医

同仁们可以继续坚守这份职业，坚

守我们的热爱。”

电影《秦明·生死语者》由乐视

影业（北京）、乐创影业（天津）出品，

正在全国热映。

▶导演李海蜀、黄彦威揭秘：

手机里存了几百张尸体图片

李海蜀和黄彦威是中国导演圈

里为数不多的“夫妻档”导演，他们

俩一个出身职业编剧，一个转行自

生物学家，前年二人合作拍摄的迪

丽热巴主演影片《傲娇与偏见》一

举在当年的春季档收获 1.24 亿票

房，荣登当年华语电影“黑马”榜。

此后，二人没有延续擅长的喜

剧爱情片方向，反而在接到出品方

乐创的邀约后，一眼选中了 IP 库

里犯罪悬疑题材类型的《法医秦

明》。黄彦威说，难得碰到一个深

度触及生死的题材，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机会。

前有网剧《法医秦明》珠玉在

前，电影版《秦明》难免被拿来比

较，李海蜀、黄彦威商量，不如就走

“真实”路线，拍真实的法医生活。

职业编剧出身的李海蜀几乎

没接触过法医行业，更别谈尸体解

剖了，李海蜀坦言，筹备初期，真的

“挺紧张”。不过，自己选的路，硬

着头皮也要走下去，二人一头扎进

法医紧邻殡仪馆的解剖室开始了

体验生活的日子，看法医解剖视

频，研究解剖手法……李海蜀说，

经历了那段时间，自己早已对“尸

体”脱敏，当时，光是手机里，就存

了几百张尸体、残肢、器官的照片。

而为了还原每一个真实的法

医工作现场，李海蜀和黄彦威还把

法医请到拍摄现场，指导演员解剖

“尸体”，李海蜀介绍，电影中所有

用到的尸体都是 1：1 的人体翻模

出来的实体道具，“皮肤都是可以

切开的那种”，李海蜀有些兴奋，她

告诉记者，电影里涉及法医的戏份

全部是在专业指导下完成，连解剖

手法，缝合方式都是纯专业操作。

黄彦威透露，二人追求在追求真实

方面几乎走进了偏执的状态，一度

打算使用真尸拍摄某些戏份或是

把拍摄现场搬到真实的法医解剖

室，无奈由于客观条件受限，最终

放弃了这一方案。

尽管拍摄期李海蜀、黄彦威一

直要求追求真实感，但《秦明·生死

语者》并非以尸体、解剖博眼球的

影片。二人记得，电影开拍前，一

起去合肥找了一趟原著作者秦明，

在秦明的办公室里，他跟着秦明一

起工作，24 小时备勤，随时准备出

勤，处置各种意外的现场。

跟秦明相处的日子里，李海蜀

跟黄彦威的感受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起初的好奇、紧张逐渐变成了敬

佩，到最后他们觉着拍《秦明·生死

语者》似乎不再是个商业片的活

儿，他们希望通过影片让更多的人

了解法医真实的生活，“正是因为

有了这群人的默默付出，才有了我

们安定的生活”，李海蜀说。

《大河唱》

拍摄历时 700 天，从源头无人区

到入海口，跨越70万平方公里黄河全

境，0 距离跟踪、360 度纪录民族音乐

家苏阳和影响他的“秦腔、皮影、陕北

说书、花儿”4 个音乐母体和 4 个性

格、生活境遇各异的民间艺人，旨在

通过5个人的故事，书写13亿人的共

同命运。

上映日期：6月18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柯永权/杨植淳/和渊

主演：苏阳/刘世凯/魏宗富/马风

山/张进来

出品方：马灯电影/天空之城/峨眉

电影集团/观正影视/中力国际/细蓝文

化/五音文化

发行方：马灯电影/艺联

《三年》

以三年驻村帮扶期为时间轴，以

常年工作和生活在乡村一线驻村帮扶

干部为原型，以点点滴滴的帮扶实例

实绩为蓝本,聚焦在“精准扶贫”工作

中的“扫黑除恶”与村霸恶势力，展开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上映日期：6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陈江

编剧：宋海明

主演：高明/马文波/肖聪/宋若冰/

邹笨笨

出品方：麦星影视/鼎映文化/中杨

文化

发行方：十品影业

《我的青春都是你》

讲述了英俊潇洒智商“爆表”的

方 予 可 和 性 格 开 朗 洒 脱 的“ 差 生

妹”周林林，两人从相互打闹看不

顺眼，到彼此相恋相守的青春校园

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爱情/青春

导演：周彤/代梦颖

编剧：周彤/代梦颖

主演：宋芸桦/宋威龙/林妍柔/金

士杰

出品方：中联华盟文化/东阳小宇

宙/群星瑞智/萌样影视

发行方：中联华盟文化/东阳小宇宙

《八子》

上世纪30年代的赣南老区，一位

母亲将自己的八个儿子送上战场，追

随中国共产党，为了光明的新中国前

赴后继、浴血奋战。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战争

导演：高希希

编剧：董哲

主演：刘端端/邵兵/岳红/何润东

出品方：盛悦文化影视/盛锐文化/

瑞金市文化旅游

发行方：枫尚嘉艺文化

《六月夏初》

讲述了大学艺术生在追求梦想的

同时，遇到的现实与梦想矛盾的撞击，

以及大学艺术生中的青春情感故事。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爱情

导演：牟宏

编剧：孙莉

主演：陈君杰/王佳/马闻道/杨桃

出品方：星骏文化

发行方：谷泰映画

《上海往事之当年情》

在旧上海滩的大环境下，贫穷小

子杜一豪于动荡不安的乱世中，通过

自己的努力以及做事的魄力，爱帮忙

行侠仗义的人格魅力，逐渐被上海滩

有权有势的方锦荣、鸿桂姐赏识提

拔，一步步从小人物混到上海滩一代

枭雄。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剧情

导演：陈家俊

主演：骆达华/卢惠光/郑家生/林

敬刚

出品方：欢喜影业/科盛/宽与文

化/众信科源/锦绣嘉华/华夏黄飞鸿

发行方：喜焰文化

《碟仙》

某夜，雯雯竟然在梦游中，玩了前

租客遗留的“碟仙”游戏。传说只要玩

过的人，七日内必会被碟仙夺命！紧

接着，屋内接连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

怪事。眼看爱女危在旦夕，为了解开

碟仙诅咒，夺回女儿，绝望的妈妈不惜

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惊悚

导演：廉涛

主演：黄奕/范逸臣/程小夏/吴烨

出品方：珠江电影集团/瑞成文化/

自在影业/大地时代/风月影视/鹿港影业

发行方：基点影视

《千与千寻》（日）

10岁的少女千寻与父母一起从都

市搬家到乡下，在搬家的途中误入了

汤屋老板魔女控制的奇特世界——在

那里不劳动的人将会被变成动物。千

寻的爸爸妈妈因贪吃变成了猪，千寻

为了救爸爸妈妈经历了很多磨难。在

此期间她遇见了白龙，一个既聪明又

冷酷的少年。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

后，千寻最终救出了爸爸妈妈，也拯救

了白龙。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动画

导演：宫崎骏

编剧：宫崎骏

配音：柊瑠美/入野自由/夏木真

理/菅原文太

出品方：日本吉卜力工作室

发行方：中影

《玩具总动员4》（美国）

邦妮在学校制作了一位的新玩

具—fokry，但是 fokry 坚持自己是个

“叉子”并在半夜中逃跑，前去追逐的

胡迪与fokry展开了一场公路之旅，在

旅途中，胡迪与 fokry 遇到了新的对

手，也重遇了曾经的朋友。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动画

导演：乔什·库雷

编剧：约翰·拉塞特/安德鲁·斯

坦顿/彼特·道格特/李·昂克里奇/威

尔·麦克马克/史黛芬妮·福尔松/C·S·
安德森

配音：汤姆·汉克斯/蒂姆·艾伦/安

妮·波茨/托尼·海尔

出品方：美国迪士尼

发行方：中影

《监护风云》（法国）

当米里亚姆跟丈夫安托万·北

松离婚后，她希望 12 岁的儿子朱利

安（托马斯·吉奥利亚）能够远离拥

有暴力倾向的父亲，故向法庭申请

单独扶养权。然而安托万成功在庭

上说服法官，法官最终判处双方拥

有共同监护权。大受打击的米里亚

姆除了要接受未如所愿的裁判外，

还要提防前夫别有用心的父亲。身

处夹缝中的朱利安不得不想尽一切

办法，阻止家庭危机。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剧情

导演：泽维尔·勒格朗

编剧：泽维尔·勒格朗

主演：蕾雅·德吕盖/德尼·梅诺谢/

托马斯·乔里亚

发行：艺联

《真相漩涡》（美国）

讲述一个女孩被杀后，各方证据

都将嫌疑矛头指向了曾与多名学生保

持“特殊关系”的大学教授埃文·贝赫

场的故事。

上映日期：6月21日

类型：悬疑

导演：西蒙·凯瑟

编剧：马修·奥尔德里奇/George

Harrar

主演：盖·皮尔斯/皮尔斯·布鲁斯

南/明妮·德里弗

出品方：美国旋转影片公司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中国电影基

金会促进区域影视发展专项基金，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和系统筹

建，在北京正式启动。专项基金在

中国电影基金会的管理及指导下，

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影视产业与区

域发展共建共赢，推动各区域的影

视产业均衡发展，最大限度挖掘具

有区域特色影视产业的艺术、文化

和市场价值，实现区域间产业健全

发展；着力推广、扶持具有社会公

益价值、弘扬民族文化的影视作

品；积极发挥公益组织的公益特

性，搭建高效、互助的区域间影视

发展交流平台。

目前全国范围内拥有影视基

地数千家，各有特色及优势，但大

多管理粗放、模式单一，彼此间缺

乏互联沟通。与此同时，各地别具

特色的风土、人情、文韵和景致，也

是影视风格的亮丽名片。我国幅

员辽阔、历史久远，各类人文表征

和自然风貌穿透时间和空间的维

度，如珠落玉盘散布在全国各地，

有待挖掘和推介。

着眼于此，专项基金一方面致力

于为成熟的影视基地畅通交流渠道，

努力构建信息、政策等畅享畅通的平

台，以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另

一方面，则将每年分步骤、有节点地

对有诉求、有特色、有影视发展计划

的区域进行重点推介，将各地影视产

业特色与各类影视资源平台对接，推

动双方达成良好合作关系，形成区域

特色与影视产业链条的有机联动。

影视产业资源高度聚集、文化

高度集成、互动高度活跃。从因

《阿凡达》、《变形金刚 4》取景而蜚

声国际的张家界、武隆，到因《大话

西游》、《红高粱》拍摄而带火西北

风貌的镇北堡，经典影视作品和区

域经济的成功互动早已证明，区域

影视资源的合理植入和成功推广，

可为区域附着持久品牌效应。如

果从影视制作源头切入，前瞻性谋

划影视产业当地化合作的可能，则

更加未来可期。

为了在更高战略层面达成影

视产业与区域文化发展的战略结

合，专项基金将在 2019 年举办首

届“电影产业峰会”，将国内和国际

最先进的影视产业资源、技术和经

验对接各区域影视产业基地，将各

区域特色影视资源向国内和国际

推广；通过与国内外影人的交流碰

撞，分享经验、寻求合作，进而探讨

影视行业促进地方发展的有效路

径和成功经验，为各区域的社会经

济建设带来更多期许和可能。

同时，专项基金将扶持公益电

影制作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坚持以

电影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为主体，以

行业公益为拓展，联合权威平台，对

接专业制作，拍摄更多正能量影片，

达成对文化资源的数字记录、保存

和传播，实现科技增值。 （影子）

《百万雄师》以渡江战役为背

景，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关键时

刻，人民解放军一支先遣分队潜入

江南，打进虎穴斗智斗勇，命悬一线

却与各种敌人殊死斗争，为祖国统

一而舍生取义、无私拼搏，最终配合

百万大军过长江，将红旗插遍中

国。影片值得期待的不仅是潜入敌

后、震撼人心的剧情，还集结了庞大

的视效团队对珍贵影像还原重现，

将历史中真实恢弘震撼的战争场面

搬上银幕。作为历史题材影片，中

影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主创，这种

新老搭配传承经典的方式，也为这

部蕴涵着历史厚重感的影片注入了

年轻的活力。《百万雄师》作为中影

股份献礼建国 70 周年的重点影片，

也是继《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之后再度聚焦历史战争

影片的又一力作。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中影股份也通过电影人独

特的方式礼赞这一辉煌时刻。《百万

雄师》导演彭顺，演员张桐、于越、杨

轶、淳于珊珊、洪天照、贺宽一同现

身当晚红毯活动。主创们气场十足

的亮相迅速吸引着媒体的目光。导

演彭顺表示：“影片自拍摄之初便做

了很多准备，四处搜集真实的历史

短片，同时把这样庞大的场景搬上

银幕也是一次崭新的尝试。”主演张

桐也称赞影片：“有血性、见人性，同

时也彰显共产党人在那段历史时期

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信仰。”

科幻战争电影《上海堡垒》剧组亮

相开幕式红毯。导演滕华涛，原著作

者、编剧之一江南，领衔主演鹿晗、舒

淇，主演石凉、高以翔、王宫良、王森、

孙嘉灵，出品方代表华视娱乐CEO王

琛，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海城，腾讯影业高级副总裁、宣发

和腾影发行负责人高莉等人共同亮

相。在《上海堡垒》中，观众将第一次

看到，中国上海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

场。电影中，外星文明入侵地球，一

群热血青年坚守中国上海，为人类最

后的希望与外星文明展开了不屈的

斗争。这次回到上海主场，剧组一行

人默契十足，尽显团队气势。导演滕

华涛感慨：“我已经在后期中看过无

数遍上海作为未来战场的样子，再回

到上海感觉很梦幻。”江南则表示：

“28 岁写的书，42 岁时被拍成了电

影，感觉时光荏苒。”

此前由中影股份出品的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在春节期间成为开年首部

现象级电影，影片中展现出的家国情

怀和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不仅鼓舞全

国观众，甚至让全世界影迷都津津乐

道，为中国科幻片一举开启崭新篇

章。而《上海堡垒》同样有着不可小觑

的来头，影片从筹备到上映历经近 6
年的时间，是国产科幻战争电影的又

一次大胆尝试，探索了我国电影人在

科幻战争类型这条路上的新可能。有

了《流浪地球》的珠玉在前，观众们对

8 月 9 日即将上映的《上海堡垒》也有

了更高的期待。

中影佳片云集上海电影节
百花齐放深孚众望

首部“法医秦明”大电影
《秦明·生死语者》上映

中国电影基金会
促进区域影视发展专项基金

正式启动

本报讯 6月15日晚，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现场众星闪耀，各大剧

组轮番登场，尤其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众多佳作华丽亮相，引来业界同仁、媒

体记者、影迷观众们的高度关注。

中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副总经理赵海诚、副总经理周宝林携《百万雄师》、《上海堡

垒》、《记忆切割》、《急先锋》剧组依次亮相开幕红毯现场。四部影片除主创阵容吸睛外，

还涵盖了科幻动作、战争反恐、悬疑剧情、浪漫爱情等多种题材，多元的题材类型展示、极

致的电影美学追求和高度市场化的包装形式备受观众瞩目和业界推崇。

由果靖霖导演编剧，郭采洁、刘雪

华、果靖霖、王芯宜主演的电影《记忆

切割》6 月 15 日亮相第二十二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开幕仪式红毯。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宝林、导演

果靖霖、主演郭采洁、制片人关小红盛

装出席，为影片造势。当晚出品人周

宝林独具沉稳气质，首执导筒的华表

“影帝”果靖霖身穿黑白条纹西装英俊

又潇洒，郭采洁一身黑白相搭的长裙

彰显女性魅力，三人与制片人关小红

携手而行，引来媒体和粉丝瞩目欢呼。

《记忆切割》中著名演员果靖霖的

导演、主演双重身份引人注目，这也是

他首执导筒完成的第一部大银幕作

品。《记忆切割》是一部融合催眠、失忆、

犯罪等诸多元素的悬疑推理电影，讲述

了张辛儿（郭采洁饰）一直对童年受到

的家庭伤害难以释怀，而著名生物学家

董教授（果靖霖饰）对于记忆切割领域

的突破似乎让她看到了可以逃离这场

噩梦的希望。悬疑推理影片作为中国

电影行业内充满挑战的烧脑类型，受到

中影股份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中影股

份对中国电影行业的先驱带动作用。

由中影股份、礼想境界、腾讯影业

等共同出品，国际知名导演唐季礼执

导，国际著名影星成龙、杨洋、艾伦、母

其弥雅、朱正廷等主演的动作冒险电

影《急先锋》剧组当天也亮相上影节开

幕红毯现场。该片大腕云集，中影股

份董事长喇培康，出品人代表程武，导

演唐季礼，主演艾伦、母其弥雅、朱正

廷一同踏上红毯。

导演唐季礼曾经创作出《警察故

事》系列，《红番区》、《神话》、《功夫瑜

伽》等作品，这些口碑与票房并存的佳

作不仅在国内表现优异，在海外也备

受好评。唐季礼导演是唯一一个连

续 3 部华语电影在北美票房破千万的

导演，2017 年由其执导的中印合拍电

影《功夫瑜伽》获得当年的票房冠军，

此次拍摄的《急先锋》以未来国际军事

反恐为题材，主要讲述了“急先锋”国

际安保公司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过程

中，遭遇臭名昭著的雇佣兵组织“北极

狼”攻击，急先锋团队全体奋勇对抗，

最后救出人质也同时粉碎了“北极狼”

背后恐怖组织的袭击计划。

《急先锋》聚焦国际时政热点，运

用高标准工业流程，在全球取景。电

影作为反恐题材动作冒险大片，集结

了有着丰富国际制作经验的导演、国

际知名动作巨星、当红艺人，强强联合

的主创阵容势必奉献一场精妙绝伦的

视觉盛宴。 （木夕）

◎年轻主创加盟历史大片 《流浪地球》后再续科幻爆款

◎错乱迷局悬念丛生 反恐动作大腕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