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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父辈》之《少年行》发布全阵容海报

沈腾变身“未来机器人”

4K全彩修复红色经典影片

《永不消逝的电波》即将亮相北影节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北京首映，贾樟柯：“让大
家回忆起一些往事”

本报讯 近日，年度动作大片

《007：无暇赴死》正式确认引进内

地。丹尼尔·克雷格领衔超强阵容集

结亮相。超级特工詹姆斯·邦德陷入

生死迷局，上演绝命激战，全新升级

的动作场面、高潮迭起的波折剧情，

“007系列”最强一战即将开启。

《007：无暇赴死》将揭开全新故

事线，邦德再度出山，与黑暗恶势力

正面交锋。号称系列最强反派的幕

后大 BOSS 登场，将给邦德带来怎样

沉重的打击？“邦女郎”暗藏秘密，让

邦德腹背受敌。全新特工高能亮相，

她们能否助邦德一臂之力？从此前

发布的一系列物料也不难看出，影片

惊险刺激程度更胜前作，邦德的身手

也更为凌厉，高空、深水、极寒之地皆

成战场，黑科技连环出击，极致视听

体验即将来袭。

值得一提的是，《007：无暇赴死》

的演员阵容堪称“神仙打架”，黄金班

底丹尼尔·克雷格、拉尔夫·费因斯和

本·威士肖回归，蕾雅·赛杜二度担任

“邦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和拉什

纳·林奇新晋加盟。超强卡司同台飙

戏，将为影迷带来前所未有的惊喜。

（杜思梦）

本报讯 9月 10日起，剧场版电影

《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在全

国影院上映，首周末影片即收获超过

2200万票房。

在影片举行的首映活动上，许多

宝可梦的忠实粉丝和小朋友到场。

当天，三只皮卡丘一起现身，可爱舞

蹈萌翻全场。

放映期间，观众们时而被有趣的

冒险情节逗笑，时而被可可与萨戮徳

的父子情所感动。不难看出《宝可

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成功俘获

了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芳心。走出影

院的小朋友纷纷表达对影片的喜爱：

“可可太勇敢了”、“萨戮徳真的是一

个好的父亲”。粉丝们也赞不绝口，

“剧情很好，非常喜欢这部宝可梦剧

场版”，“皮卡丘依旧可爱，可可与萨

戮徳这对父子角色十分出彩”。

剧场版“宝可梦”讲述了，被宝

可梦萨戮德养大的人类可可偶然

结识了小智与皮卡丘，并踏上了寻

找真正自我之路。在日复一日的

相处中，他们的友谊迅速升温，成

为密不可分的好朋友。与此同时，

孕育了萨戮德一族的治愈之泉似

乎陷入了危机……严峻的威胁摆

在面前，具有作为人类与宝可梦

“双重身份”的可可决心联合人类

与宝可梦，共同守护这片家园！神

秘的治愈之泉到底有什么不为人

知的秘密？他们一行人的战斗能

否成功？被宝可梦养育大的可可

真实身世又是什么？一切就等观

众们走进影院寻找答案了。

《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

是日本“国民级 IP”宝可梦系列的第

23部剧场版。影片由矢岛哲生执导，

富冈淳广、矢岛哲生编剧，松本梨香、

大谷育江、林原惠美、三木真一郎、犬

山犬子配音。 （杜思梦李佳蕾）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出品的好莱

坞科幻动作经典《黑客帝国》系列，即

将推出最新一部《黑客帝国：矩阵重

启》（暂译），定于2021年12月22日北

美上映。近日，影片正式公布全球首

款海报及预告片，带粉丝及观众再度

重返“炫酷”的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由拉娜·
沃卓斯基执导并编剧，基努·里维斯、

凯瑞-安·莫斯两大主演回归，叶海

亚·阿卜杜勒-迈丁、尼尔·帕特里克·
哈里斯、乔纳森·格罗夫等群星主

演。影片承接经典的《黑客帝国》“三

部曲”，尼奥和崔妮蒂将继续与 AI 世
界的机械大军展开对抗。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不仅有原

班人马重磅回归，更有全新演员惊喜

加盟，从目前预告片透露的信息来

看，本次众星齐聚将会开启“黑客帝

国”的崭新篇章。身为“救世主”的尼

奥在本片中一改前作造型，以中分长

发、浓密胡须示人，这一不同以往的

形象既让人困惑尼奥的经历，同时也

无比好奇此时消沉的尼奥如何在本

片里力挽狂澜，担起“救世主”的重

任。

而除了原班人马惊喜回归外，预

告片也向观众传达了一些至关重要

的信息：比如尼奥再次展现了出色的

功夫底子与”青年版墨菲斯“展开对

决、崔妮蒂在街道穿梭疯狂飙车、尼

奥用意念阻止子弹来袭等各种高能

名场面皆在片中以不同的方式经典

重现，令影迷们激动不已，纷纷表示

“终于回归，不负所期”。

（杜思梦）

本报讯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

《少年行》近日发布预告及全阵容海

报，由沈腾、洪烈、马丽、艾伦、辣目洋

子、常远、吴昱翰、周庆昀、王成思、宋

阳、李海银主演，李雪健以及张小斐

特别出演组成的演员阵容呼之欲出。

沈腾此次自导自演，不仅与老搭

档马丽再度合体，多位“开心麻花”成

员鼎力加盟，“老戏骨”李雪健也惊喜

现身。

预告片中，沈腾饰演的机器人

“星一浩”肩负特别使命从 2050 年回

到2021年，邂逅了怀揣科学梦想的少

年小小，两人意外组成了一对临时父

子。在机器人老爸的影响下，少年小

小将坚定地追求科学梦想。

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执导

的“国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

辈》将于今年 9 月 30 日与观众见面。

（影子）

本报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频 5G 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影资

料馆联合完成的首部 4K 彩色修复

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华丽

亮相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第

一部讲述党的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

经典影片，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此

次项目修复团队把我国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 AI 上色与传

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对影片原有黑

白影像进行逐帧修复与着色，为这

部红色经典注入了新鲜活力。

影片还将在近期登陆全国院

线，这也是首部经过 4K 彩色修复

后进入院线重映的黑白经典故事

片，广大观众可在大银幕上一睹这

部红色经典的全新风彩。

（郝杰梅）

本报讯 9月 13日，贾樟柯导演新

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举办北京首映礼。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导演贾樟

柯、监制赵涛，片中主要人物梁鸿、段

惠芳，艺术顾问林旭东、欧阳江河、廉

毅锐，脚本作者万佳欢，录音指导张

阳，剪辑指导孔劲蕾等主创以及各出

品方代表来到现场，与观众见面。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出生于

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

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作为最

重要的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马烽

的女儿段惠芳一起，重新注视社会变

迁中的个人与家庭，展现了1949年以

来的“中国往事”。

映后，贾樟柯与梁晓声、戴锦华、

梁鸿、欧阳江河针对《一直游到海水

变蓝》进行了即时对谈分享。梁晓声

说：“由三位作家同行，以和自己的成

长、和自己的文学成熟紧密相关的、

绝对可信的叙述，来把这段历史讲给

现在的年轻人听，这是这部电影的意

义和价值。”戴锦华表示，自己对影片

中梁鸿的故事深有感触，她同时认

为，观看这部影片需要了解片中作

家、文学，有一定的门槛。

主要人物梁鸿认为，宏大的历史

叙事在私人情感面前就是一个概念，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历史全部是由他

们的情感经历和个体感受构成的。

“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投

入生活体会生活一样，投身生活的大

海去游泳，才能真正发现海水是如何

变蓝的”，欧阳江河说。

放映现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主创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为观众介

绍了这部影片。贾樟柯分享了此次

拍摄的初衷，“这部影片不单是关于

乡村，不单是关于文学，我希望这个

电影像索引一样，让大家回忆起一些

往事。” （影子）

《峰爆》

一座修建十年的隧道即将竣工

之际，受全球地质变动影响，地裂、地

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地质

灾害呼啸而至，隧道与整个县城危在

旦夕，老洪、小洪父子俩于绝境处挺

身而出，他们如何与16万人度过这场

生死危机？

上映日期：9月17日

类型：剧情

导演：李骏

编剧：沙颂/李骏

主演：朱一龙/黄志忠/陈数/焦俊艳

出品方：中影

发行方：中影/人间指南/联瑞影业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影片用 18 个章节讲述出 1949 年

以来的中国往事。

上映日期：9月19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贾樟柯

编剧：万佳欢

主演：贾平凹/余华/梁鸿/苏童

出品方：西河星汇/华夏/上影/山
西影视/华信麒麟/无限自在/华谊兄弟

发行方：华夏

《关于我妈的一切》

讲述了永远在为家付出的妈妈

季佩珍，在即将迎来退休生活时所发

生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19日

类型：剧情

导演：赵天宇

编剧：李洁/赵天宇

主演：徐帆/张婧仪/许亚军/张歆艺

出品方：中影/喜焰文化/淘票票/
天和万象

发行方：中影/淘票票/喜焰文化

《狗果定理》

影片以一个在城市中“流浪”的

萌宠小狗“果汁儿”，串联起了处于不

同人生境遇的人们。

上映日期：9月19日

类型：喜剧

导演：周翀

编剧：辛华

主演：于谦/贾冰/印小天/蒋梦婕

出品方：华鼎正信/北影视界国际

发行方：和承影业

《山海经之小人国》

讲述了周饶小人国的王子锤木，

在意外之中闯下大祸，导致父亲变成

石像，最后一路经历冒险，重新拯救

了父亲和王国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19日

类型：动画

导演：凯文·门罗/克里斯蒂安·坎普

编剧：张大星/苏珊娜·博尔奇/约
翰·梅/凯文·门罗/克里斯蒂安·坎普

配音：冯岚/云鹤追/尊龙/刘若班

出品方：春秋时代

发行方：山崎影业

《日常幻想指南》

童年的阿震因同学陷害被全校

公认为偷窃校长钱包的小偷，长大

后，阿震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偷，或是

因果报应使然，一道天雷劈下，阿震

拥有了可以和非人类对话的能力，惊

恐中的阿震求医询问，谁料主治医师

竟是自己的初恋草莓，草莓的出现让

阿震得以成长，同时在所有静物的感

化之下，阿震终于改邪归正迎来全新

的生活。

上映日期：9月19日

类型：喜剧/奇幻

导演：梁栋

编剧：梁栋

主演：王彦霖/焦俊艳/高捷/闵健

出品方：阿里影业/阳光灿烂/淘
票票/光芒灿烂/大地时代/拉近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

《我的青春有个你》

大学军训里一场意外，让乖乖女

周舟和学渣混混邱飞，彼此相遇。从

英雄救美到勇敢表白，张扬的邱飞就

这样走进周舟的心。当两人沉醉热

恋时，已收敛张扬个性的邱飞，却卷

入一场斗殴事件……

上映日期：9月19日

类型：青春/爱情

导演：林子平/孙睿

编剧：孙睿

主演：王可如/刘冬沁/李欢/黄米依

出品方：猫眼文化/爱美影视

发行方：猫眼微影

《珍珠》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珍珠姐打

算在一个月内，也就是自己四十岁生

日前找到一个男朋友。这个时候，她

的工作也陷入了低潮期，她感觉到了

焦虑和失眠的痛苦。这也让她遇到

了一系列不太靠谱的男人，与一些意

想不到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15日

类型：剧情

导演：李云波

编剧：李云波

主演：胡向真

出品方：九天映画

发行方：国影佳映

《第三声钟响》

一位刚出道的男艺人钟言被经

纪人骗到老挝万象拍海报，途中与湄

公河边的安雅相遇，阴差阳错与安雅

开始了一段疯狂冒险之旅。

上映日期：9月17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姚庆涛

编剧：罗浩

主演：熊乃瑾/马闻远/斯琴高丽

出品方：吾皇影业/前海时尚/宏
燕传媒/福玺文娱

发行方：非比寻常影视

《幕后人》

古筝经纪人寒清为了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让全世界的人听到古筝的

声音，立志要去日本开古筝音乐会。

不料，遭遇了所有人的不支持，但他

执拗地不放弃，想尽办法克服困难。

在完成梦想的过程中，寒清逐渐从一

个普通的演出商人变成一个具有家

国情怀抱负的的经纪人，也渐渐意识

到自己身上的重大责任。

上映日期：9月17日

类型：剧情

导演：史强

编剧：邱钧雅/高延龙

主演：林笑石/湛雅书/焦麒睿/仵
晓迪

《爱的富硒泉》

小艺跟着母亲从深圳回到故乡，

在一个温泉度假村里担任理疗顾

问。一天她照例去温泉古井打水，遇

到了正在古井旁边写生的年轻画家

阿文，小艺在上班的路上再次与阿文

相遇，两人陷入了一场来之迅猛的爱

恋。

上映日期：9月17日

类型：青春/爱情

导演：刘琦

编剧：刘琦

主演：张梓奎/顾嘉壹/安娜珊珊/
李政洋

出品方：和美影业/天天新影/习创

投资/中明投资/星火农林/万竹山竹汁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本报讯 将于 9 月 30 日国庆档上

映的史诗战争巨制《长津湖》，近日发

布演员特辑，七连战士角色档案全面

发布。总制片人于冬透露：“千里和

万里这两个角色的名字，是有象征意

义的，就是两兄弟远赴千万里，在异

国他乡并肩作战。”

特辑中，吴京、易烊千玺、朱亚

文、李晨、胡军、韩东君逐一亮相，展

现他们饰演的七连战士伍千里、伍万

里、梅生、余从戎、雷公、平河的形象

与面貌。影片总监制黄建新表示：

“这个戏最好的一点就是，每个角色

都是生动的。”而导演陈凯歌也对战

争片人物的展现提出深刻见解：“一

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关于人。一部

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

同时要终结于人物。”

此番发布的《长津湖》演员特辑

中，除了千里万里两兄弟，七连其他

战士的角色“档案”也逐个解锁。朱

亚文饰演的梅生，是一个有文化的指

导员，但他表示梅生其实并不温柔：

“他在戏里的整体表现是非常严厉

的。作为一个城市兵，要在一群糙老

爷们里出类拔萃，绝对不是靠温柔，

一定是靠过硬的军事理念和技能。”

李晨饰演火力排排长余从戎，他透露

这个角色是“内心散发快乐的战士”：

“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可爱，不管是

在战场上，还是作战前后，他从来不

会失掉那份天真和阳光。”而陈凯歌

导演也称这个角色是“笑口常开之

人”，表示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出的是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也正是抗

美援朝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

黄建新称：“这个戏最好的一点

就是，每个角色都是生动的。你会觉

得这些人似曾相识，你会跟着他们

笑，跟着他们难过。这种共情会一直

带着你往前滚动。”陈凯歌导演对于

战争片的人物展现也提出深刻的见

解：“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关于

人。一部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

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只有当

观众对一个人物有足够的感情，跟着

角色上战场，经历生死的考验，才会

对角色产生莫大的关心。”（杜思梦）

《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首映“萌翻全场”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原班人马惊喜回归

《长津湖》特辑解读七连战士群像

黄建新：每一个角色都是生动的

《007：无暇赴死》确认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