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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开国大典》（修复版）

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

党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0月

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历史/剧情

导演：李前宽/肖桂云

编剧：张天民/张笑天/刘星/郭晨

主演：古月/孙飞虎

出品方：长影集团

发行方：五洲

《打过长江去》

新中国成立前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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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拼

搏，最终配合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将

红旗插遍中国。

上映日期：10月16日

类型：战争/剧情

导演：彭顺

编剧：赵宁宇

主演：张桐/于越/杨轶/淳于珊珊

出品方：中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发行方：中影

《侠路相逢》

因追捕盗卖石峁古城玉器的重

案团伙，邵兵姜武分饰的一对警察大

盗命运突转，江湖恩怨从 20 年前计

起，又因故人之女再度重逢。当年残

酷的枪声改变了众人青春的命运，也

成就了20年后的这一场相遇。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悬疑/动作

导演：邵亚峰

编剧：邵亚峰

主演：姜武/邵兵/姚娆

出品方：艺眸文化/幻尘文化

发行方：影时光/艺眸文化/幻尘文化

《为国而歌》

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并创

作《义勇军进行曲》为主线，讲述了一

群心系祖国命运的文化英雄，用热血

谱写出中华民族最强音《义勇军进行

曲》的故事。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青山/白海滨

编剧：青山

主演：王雷/古力娜扎/海一天/李宗翰

出品方：云南电影制片厂/安徽电

影集团/彩云之南文化/冬兴影视

发行方：国影从横

《恋恋不舍》

讲述一位而立之年的女画家面对

人生三次不同情感的分离。她的某段

人生和四位男性交织在一起，老公，姥

爷，老男孩，和小男孩。一个冬天，她

经历了两次恋爱，三次分离……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爱情

导演：李珈西

编剧：李珈西

主演：王韬/周浩东/董昱皓/李珈西

出品方：李唐影业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在别处》

以开黑车为生的小宇无意中被

卷入了一起绑架案，并认识了“肉票”

苏玉珍，从最初想让玉珍帮助他洗脱

罪名到后来救下玉珍带着她一起逃

亡，这段旅途中两人产生了情愫，改

变了他们的人生。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王俊

编剧：王俊/李海/严励成/葛震

主演：丁宇佳/曾晨/杨俊生/郑鹏飞

出品方：新锐文化传媒/越视文

化/泓东影视/鲲鹏影视

发行方：光悦影视/中盛创新/新

锐文化

《江城1943》

在十八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晚

上，年轻军官杨建业浑身是伤地抱着

一个熟睡的孩子和一箱黄金来到了

龚家，把孩子和黄金托付给龚家，十

八年后他为抗战购买物资，又来到了

龚家，导致龚家女儿（当年的孩子）遇

险，龚家已将这个孩子视为己出，毅

然和杨建业站在了一起。而杨建业

为了故人之子和国家的物资，也和反

动势力展开斗争，成功营救了少女并

保住了黄金。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赵洪纪

主演：樊少皇/郑心瞳/佟小虎

出品方：东方艺海文化

《你好霸王龙》

冰河世纪即将到来，恐龙们纷纷

踏上寻找绿洲的旅程。只吃素的霸

王龙哈特和不敢飞的翼龙少女小樱

误打误撞成了旅伴，两人一路伴随着

欢乐与冒险，甚至经历了生死危机，

各自解开了心结，成为彼此生命中的

重要伙伴。

上映日期：10月19日

类型：动画

导演：林珍钊/静野孔文

编剧：罗卉妍/郑宇轩/佐藤大

主演：蔡伟军/郑乐成/三木真一

郎/石原夏织

出品方：睿博星辰文化/星宏影

视/柏铭影视

发行方：鑫岳影视

《双子杀手》（美）

美国国防情报局特工亨利，准

备退休之际意外遭到一名神秘杀

手的追杀，在两人的激烈较量中，

他发现这名杀手竟然是年轻了 20

多岁的自己，一场我与“我”的对决

旋即展开，而背后的真相也逐渐浮

出水面。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动作/科幻

导演：李安

编剧：戴维·贝尼奥夫/比利·雷/

达伦·莱姆克/安德鲁·尼科尔/史蒂

芬·里维尔/克里斯托弗·威尔金森

主演：威尔·史密斯/玛丽·伊丽莎

白·温斯特德

出品方：美国天空之舞制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沉睡魔咒2》（美）

魔女玛琳菲森和将成为女王的

爱洛公主关系缓和但依旧复杂，两人

要联手对付新的反派，保护森林王国

和那里神奇的动物们。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奇幻/冒险

导演：乔阿吉姆·罗恩尼

编剧：迈卡·费兹曼·布卢/诺亚·
哈普斯特/琳达·伍尔芙顿

主演：安吉丽娜·朱莉/艾丽·范

宁/米歇尔·菲佛

出品方：迪士尼

发行方：中影/华夏

《航海王：狂热行动》（日）

以超新星为代表的众多航海家

纷纷现身世界最大的航海家庆典

——航海世博会。草帽航海团也收

到了主办者费斯塔的邀请函，搭乘万

里阳光号前往。原以为航海家们的

狂热世博会只是为争夺“航海王罗杰

留下的宝藏”……

上映日期：10月18日

类型：动画/冒险

导演：大塚隆史

编剧：尾田荣一郎/大塚隆史/富

冈淳广

主演：田中真弓/冈村明美/中井

和哉/山口胜平

出品方：日本东映动画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

《迟来的告白》山西首映
动人扶贫事迹“点燃”三晋大地

本报讯 10月15日，恢弘战争影片

《打过长江去》举办广州首映发布会。

演员淳于珊珊、贺宽到场分享拍摄感

悟，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中影南方新干线、广州市广播电

视台、广东省电影家协会、暨南大学等

相关单位嘉宾受邀出席。

《打过长江去》再现了有勇有谋的

人民解放军先遣分队以己之力成功抵

挡国民党军队增援的壮烈场景，借助

高燃的对战戏份，于细节处彰显每个

人物在面对生命危险时仍然不改保家

卫国的勇气。

发布会在《打过长江去》的预告片

中拉开帷幕，从曝光的片段来看，影片

包含了枪战、悬疑、动作、战争、情感等

多重元素。处于对立面的兄弟间彼此

斗争的紧张情节与扣人心弦的渡江作

战场面相辅相成，显示出解放战争紧

张的一面。电影将个人情义与家国情

感深度融合，借助宏大背景中平凡小

人物的故事，帮助当代年轻人真切感

受那个时代的呼吸，利用有温度的电

影画面，传承平凡英雄的勇气，以此来

传承红色基因。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总

编辑陈家成现场致辞，向每位电影人

的付出致敬。

除预告片外，发布会现场还播放

了《打过长江去》制作特辑，将拍摄背

后的故事真实展现出来，邀请大家一

同见证这部战争影片的诞生过程。为

了进一步保证影片真实性，主创团队

在展现渡江景象时，特别集结了庞大

的视效团队对珍贵影像还原重现。幕

后团队的用心不仅体现在制作细节的

考究上，也体现在电影拍摄时对待每

位演员的严格要求上，主演淳于珊珊、

贺宽对此深有感触。

在一曲激扬的音乐中，中共广东

省委宣传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影南

方新干线、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广州市文联嘉宾共同上

台为电影揭幕，现场传来如潮掌声，在

座的每一位“见证人”都为这一刻感到

荣耀，期待影片上映后可以助力主旋

律商业电影再攀高峰。观影后，众多

媒体人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

示：“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情节高燃

热血，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先辈们让

人心生敬意，悬疑、谍战元素的添加则

让影片更具看点。”

该片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八一电

影制片厂导演韦廉监制，导演彭顺执

导，赵宁宇任编剧，张桐、于越、杨轶、

淳于珊珊、洪天照领衔主演，赵滨、许

雅婷、姬晓飞、贺宽、闫鹏主演，聂远特

别出演，吕小品、赵宁宇、王劲松友情

出演。

（赵丽）

本报讯 10月14日，扶贫攻坚题材

电影《迟来的告白》在山西太原举行全

球首场点映。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山西省扶贫办、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

市迎泽区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主创团队等

共150余人参加。

《迟来的告白》由李彬导演，董波、

罗米、张竞达等主演，山西昊影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东阳文纳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出品，李彬导演工作室、《中

国扶贫》杂志社、山西戎子酒业有限公

司联合摄制。影片讲述了退役军人余

穆只身奔赴贫困山村，奋斗在脱贫攻

坚一线，并最终带动全村脱贫致富的

感人故事。

影片不仅塑造了一个有理想有担

当、小人物大情怀的扶贫典型，还把脱

贫攻坚与企业转型有机结合、将当代

青年“三观”转变融入剧情，如实地描

绘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真实状态。

许多专家学者观影后，一致认为

影片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摆脱了主旋

律作品备受诟病的主题先行、故事模

式化、人物简单化的刻板印象，以真诚

的态度打造出了这样一部兼具思想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好作品。

《迟来的告白》取材于山西、拍摄

于山西、导演李彬也出身于山西，本片

还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影片在筹

备、拍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太原市委

宣传部、太原市迎泽区区委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片中绝大部分场景在迎泽

区郝庄镇取景，导演李彬感叹：每一个

场景的拍摄，都是对主创人员心灵的

一次净化。

影片在入围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

展后，将于10月17日国家扶贫日在全

国院线公映。

（姬政鹏）

本报讯“人是视觉效果最后的关

卡，老脸皮和小鲜肉的肌肉牵动是不

一样的，120 帧意味着传统的化妆技

术无法取信于人了，这次剧组几百人

用了两年的心血就是为了还原赤子

之心……”李安说。

10月14日，电影《双子杀手》在上

海举办中国新闻发布会，导演李安、制

片人杰瑞·布鲁克海默、主演威尔·史

密斯悉数亮相，片中年轻的威尔·史密

斯 Junior 也以特殊方式来到了现场。

谈及 Junior李安透露，自己从《少年派

的奇幻漂流》之后就萌生了创造“人”

的想法。这次为了让 Junior能取信于

人，李安甚至把威尔的脸放大 6000倍

仔细研究。

发布会上，威尔还现场示范了毛

头小子和中年男人走路的不同。形象

生动的表演，让大家忍俊不禁。

在大银幕上变一个现实生活中存

在的大活人出来，李安承认：“这是特

效里最难的关卡，花钱、花功夫、花心

思！”据介绍，片中 Junior 的身价甚至

比威尔史密斯还要贵两三倍，称得上

是好莱坞最贵男演员了。这个全数字

化的角色，是李安100%用特效创造而

成。而为了能取信于观众，李安几乎

把威尔年轻时的所有影像看了个遍，

“把脸放大 6000 倍研究，生活上我不

敢说，但就说脸，我比他妈妈还要了

解。”

听到导演详述角色的诞生，威尔·
史密斯在一旁微笑表示，“第一次见到

Junior 已经是八个月之后了，我被

Junior的真实吓倒了，完全是震撼又吃

惊的心情。”

发布会上，威尔·史密斯也毫不讳

言跟李安合作是他一生的梦想，“李

安打给我，电话里我还没听要演什么，

就说了 yes！yes！这个世界上有几个

导演，不需要任何原因，冲着他的名字

就想合作。”

此次成功跟李安导演合作，背后

的“代价”也不小。《双子杀手》可以说

是威尔从影以来最有挑战的一次表

演，他要同时演两个不同年龄的自己，

一个是成熟稳重的中年男人，一个是

青涩的毛头小子。现场威尔也表示，

这次最难的就是要演出两个人不同的

眼神，“经历不同的人，眼神是不同的，

要如何用眼神传递出年轻的自己懵懵

懂懂的状态，这个是最难把握的。”

据悉，电影《双子杀手》将于 10月

18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

宝强、刘昊然领衔主演的电影《唐人

街探案 3》即将于 2020 年大年初一上

映。此前《唐探》系列两部电影所取

得的好成绩与好口碑，令观众对这个

系列产生了无限期待与想象。近日，

电影曝光“初入东京”版预告与海报，

继曼谷、纽约之后，正式拉开了《唐

探》系列第三部——东京篇的序幕。

预告中，王宝强和刘昊然踏上纽

约飞往东京的航班，短短 15秒再现了

《唐人街探案》经典爆笑的“耳光梗”，

再加上熟悉的BGM，“唐探风格”扑面

而来。有看过贴片后的观众激动表

示，“非常惊喜，周围的观众也都笑声

不断。”

同时曝光的海报里，“唐人街神

探”东京街头同框，手拿地图似乎在

寻找线索。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

探案 2》中“CRIMASTER 世界名侦探

排行榜”上的众多侦探，也隐藏在了

东京街头的众多广告牌之中，吊起了

不少观众的胃口。

除此之外，电影《唐人街探案 3》
全程使用 ALEXA IMAX 摄影机进行

拍摄，这也是全球第四部使用该款摄

影机全程拍摄的电影，制作层面也再

度升级。届时不仅会呈现出更为身

临其境的观影效果，更将在 IMAX 影

院以 1.9:1 的宽高比呈现多达 26%的

画面内容，全面展示东京的炫目繁华

与城市细节。

《唐人街探案 3》由万达影视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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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 （木夕）

本报讯 10月14日，徐峥“囧系列”

电影最新作《囧妈》发布袁泉角色海

报，正式开启主演阵容“官宣”模式。

此次首波公布实力主演袁泉，官方正

式辟谣网传选角信息，也令后续发布

阵容更加值得期待。海报中，袁泉招

牌干练造型十分洒脱，是“囧系列”中

鲜少出现的率性女性形象。

自 2012 年开启旅程，徐峥“囧系

列”电影即成为华语经典喜剧的代表

之作。而其最新篇章也随着首波阵容

曝光，春节档欢乐之旅启程在即。10
月 14日，电影《囧妈》曝光袁泉角色海

报，“官宣”其主演加盟，首先带来一抹

亮色，同时也正式辟谣此前网络流传

关于电影选角的不实猜测。这也是徐

峥与袁泉继电影《心花路放》之后的二

度合作。时隔 5年，袁泉加盟电影《囧

妈》，将与“囧系列”发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亦是看点。回溯“囧系列”前作，徐

峥贡献了各式各样充满烟火气息、于

旅途中塑造出深陷生活困境的各色中

年男子形象。

电影《囧妈》讲述了老板徐伊万缠

身于家庭危机和商业纠纷中，却阴差

阳错与妈妈坐上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

的故事。在看似“套路”的故事线下，

徐峥跳出以往“囧系列”中“中年危机”

的既定发展，用亲情串联，包罗更广阔

的当下处境，为电影注入更多的人文

关怀，实力主演袁泉的加入即为一种

讯号。

电影《囧妈》由欢喜传媒、真乐道

文化出品，真乐道文化制作，2020年大

年初一全国公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指环王》、《霍比特人》

系列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豆瓣 9.0
分的史诗战争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

老》近日宣布定档11月11日全国艺联

专线上映，纪念一战结束101周年。

作为彼得·杰克逊亲手打造的战

争电影，《他们已不再变老》用技术和

情怀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颠覆。借助

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电影制作团队在

超过 2200 个小时的珍贵馆藏资料里

进行甄选，不仅需要将百年前胶片的

颗粒、划痕抚平，把默片式掉帧镜头修

复到正常速度，更要把近 300 张照片

进行彩色化。为了达到逼真效果，技

术团队拒绝一键上色，而是精益求精，

逐帧修复。

据悉，片中大部分史料为全球首

度公开，经四年精心修复打磨，以全彩

色3D版重现一战战场，将带给观众前

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杜思梦）

本报讯《双子杀手》携手 CINITY
放映系统日前在北京举行了国内首场

看片活动，电影在动作场面上的沉浸

式视觉呈现让观众直呼惊喜，“很刺激

真实，一种仅靠视觉观看就能造成的

生理上的兴奋，看得肾上腺素狂飙”，

也有观众用“动作电影新高峰”、“电影

的新革命”来形容李安的突破。

“高帧+3D”摄制方式拍动作电影，

这是别的导演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很

多国外影评人都评价李安的这一步，引

领了电影史的一次新革命。但现场李

安却表示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忐忑，“经

常在想，为什么现在就我一个人这样

拍，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那为什么顶着巨大压力还要去尝

试？李安的答案很简单，“我看到了这

种技术带给影像的美感，即使知道走

下去会很辛苦，还是忍不住去做。而

且我也有义务，为年轻电影人创造更

多新的可能。”

许多观众都对李安导演什么时候

能再拍华语片充满了期待，对此，李安

现场透露，自己也有这个计划，目前已

经在写剧本了。谈起中国电影未来的

发展，李安满怀期望，“中国的历史里

不缺少戏剧、不缺少美感，故事更是非

常的丰富，我们应该建立起一套能够

影响世界的电影语汇，给世界电影市

场注入新的活力。” （木夕）

本报讯 由冯小刚执导，张翎编

剧 ，黄 轩 、杨 采 钰 、徐 帆 、Lydia
Peckham主演的电影《只有芸知道》日

前发布“听风”版先导海报，宣布将于

2019 年贺岁档上映。影片改编自冯

小刚挚友的真实爱情经历，讲述了漂

泊半生的男人隋东风，中年猝失妻子

罗芸，随后他决定替亡妻完成遗愿的

动人故事。

2017 年，《芳华》凭借超过 14 亿

的票房成绩和优异的口碑表现，一路

领跑贺岁档。两年后冯小刚携《只有

芸知道》重回贺岁档，更与电影《唐山

大地震》原著小说《余震》的作者张

翎，以及曾出演《芳华》的黄轩和杨采

钰二度合作。不同于《芳华》中被命

运捉弄无缘结合，新作里两人饰演一

对相濡以沫的夫妻，终成眷侣，“你在

哪，哪就是家”是对这段爱情故事最

动人的注脚。 （木夕）

电影《打过长江去》广州首映
战争影片再现“红色力量”

《双子杀手》中国首映
威尔·史密斯现场教表演，李安“造人”取信于人

《双子杀手》国内首次看片
李安：愿意继续做电影的探路人

《唐人街探案3》发“初入东京”版预告海报

徐峥《囧妈》首度“官宣”阵容
袁泉加盟丰富女性视角

《只有芸知道》定档贺岁

本报讯 由导演米洛拉德·科斯蒂

奇执导，伊万·卡马拉斯、加布里瑞拉·
哈默里等人配音的豆瓣高分动画《盗

梦特攻队》近日发布定档预告海报，宣

布影片将于11月15日全国上映。

《盗梦特攻队》用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讲述了一个与梦境有关的名画偷窃

故事，影片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

了数场展映，成为北影节讨论度超高

的影片之一。

导演米洛拉德·科斯蒂奇用充满

想象力的方式将紧张刺激的犯罪故事

融入在一幅幅世界名画中，安迪沃霍

尔、马奈等大艺术家的作品在片中得

以流畅的呈现，搭配交响乐、波兰舞

曲、摇滚乐、爵士乐等多种音乐形式的

配乐更是为本片打造了别具一格的视

听语言，有观众称，“这是一部用好莱

坞方式拍摄的艺术片”。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出品，昆汀·塔伦蒂诺执导、莱昂纳

多·迪卡普里奥、布拉德·皮特、玛格

特·罗比等人主演的电影《好莱坞往

事》已定档 10 月 25 日在中国内地上

映。该片被誉为“戛纳第一爽片”，目

前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式上映，总

票房逼近4亿美元。

《好莱坞往事》是昆汀·塔伦蒂诺

第九部长片作品，是莱昂纳多自《被解

救的姜戈》后时隔七年与昆汀的再次

合作。

影片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

品，中影集团进口，华夏电影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

（杜思梦）

《盗梦特攻队》定档11月15日

《好莱坞往事》雷昂纳多与昆汀时隔七年再合作

《他们已不再变老》定档11月11日

中国粉丝给三位送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