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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将于3月18日登陆中国内地的好

莱坞电影《新蝙蝠侠》，近日举行全球

新闻发布会。制片人迪伦·克拉克，导

演马特·里夫斯，主演罗伯特·帕丁森

（蝙蝠侠）、佐伊·克拉维茨（猫女）、约

翰·特托罗、杰弗里.怀特、保罗·达诺

集体亮相。

采访中，迪伦·克拉克透露，他和

导演马特·里夫斯花了五年时间，才最

终将《新蝙蝠侠》搬上大银幕，而面对

一个持续了 80 年的系列，他们的“野

心”非常大，但与此同时，观众们沉重

的期望也随之而来。

影片拍摄期间遭遇疫情，谈及与

创作团队的合作，迪伦感谢团队能够

全都到场，他赞叹，与他们的合作“是

一件令人极为满足的事，因为他们为

这部电影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

青年版“蝙蝠侠”

与此前“蝙蝠侠”电影不同，《新

蝙蝠侠》中展现的是刚刚成为蝙蝠

侠两年的布鲁斯·韦恩的故事，这是

一个年轻又忧郁，充满了独特气质

同时又极富真实感的蝙蝠侠。

对于这个年轻的蝙蝠侠，导演

马特希望能够塑造出蝙蝠侠与众不

同的一面。这位年轻的蝙蝠侠有着

复杂的内心世界，一边是对哥谭深

深的忧虑与绝望，一边是无论如何

都要去对抗黑暗的决心。

从影片首轮释放的口碑情况

看，年轻版“蝙蝠侠”显然已经俘获

了媒体和影评人的心。影片烂番茄

新鲜度高达 96%，影评人对罗伯特·
帕丁森的演技亦不吝溢美之词。

回忆塑造这样一个年轻的“蝙

蝠侠”，罗伯特透露，探索人物的过

程十分有趣。罗伯特记得，电影里

的很多场景中，蝙蝠侠不仅会甩掉

固有形象，有时还会流露出些许“脆

弱”，而他非常喜欢这位超级英雄坚

硬盔甲下的脆弱，“你会明白，盔甲

之下的他只是一具肉体凡胎，这部

影片中如此深入地挖掘了这一点，

让我感觉这个形象有了很多可供探

索的有趣方向。”

创作灵感源自“漫画”

在《新蝙蝠侠》中，一个全新的

蝙蝠侠世界被呈现在大银幕上。导

演马特透露，新蝙蝠侠世界的灵感

许多来自于一系列“蝙蝠侠”的漫

画，比如，蝙蝠侠的内心深处的挣扎

来自达尔文·库克的《自我》，连环

杀手的灵感来自《漫长的万圣节》。

除了漫画，马特介绍，许多电影

也是他的灵感源泉，比如，电影中戈

登与蝙蝠侠之间的关系就是受到了

伍 德 沃 德 和 伯 恩 斯 坦（Woodward
and Bernstein: Lighting the Fire，2006
的一部纪录片）的启发。而电影中，

最受关注的蝙蝠侠与猫女间的感

情，则是受到了尼尔·沃茨、艾伦·
J·帕库拉等人的电影的启发。

马特感叹，“这些七十年代的美国

电影不仅仅启发了我，还很大程度上

成为我下决心进入电影行业的契机。”

3 月 1 日，《新蝙蝠侠》全球第一

拨口碑解禁，烂番茄新鲜度高达

96%，多家国际知名媒体及独立影

评人盛赞影片之于整个超英电影体

系都是难得的佳作。该片将于 3 月

18 日与中国观众见面。

《新蝙蝠侠》制片人：

我们的“野心”非常大

◎新片

《大国粮仓》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迈向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动人故事。

上映日期：3月4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熊延平

主演：袁隆平/马文森

出品方：河南电影电视集团

发行方：河南米柯沃影视公司

《柳浪闻莺》

故事以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

莺”为背景，主要讲述了上世纪 90 年

代江南越剧团两个姑娘与一个画家间

的情感纠葛。

上映日期：3月5日

类型：爱情/剧情

导演：戴玮

编剧：戴玮/孟雯婧

主演：汪飏

出品方：浙江晟喜华视文化/嵊州

越音影视

发行方：阿里巴巴影业/淘票票

《今年过年就结婚》

在大都市打拼多年的大龄青年俞

树返乡创业，让爱面子的父亲恼羞成

怒，也让未婚妻的母亲贾红妹极为不

满，意图通过索取“天价彩礼”逼迫俞

树和榴莲分手。性情火热的榴莲为爱

私奔，到俞树家筹备婚礼，此举令贾红

妹火上浇油，遂率领全家老少远涉千

里，到男方家闹了个天翻地覆……

上映日期：3月4日

类型：爱情

导演：史卫强

编剧：云莲

主演：李丞峰/韩凯伊

出品方：梦马人影视/山西太行山

云顶影视

发行方：梦马人影视/华夏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双美寻梦》福建安溪开机《一周的朋友》发“最佳好友”特辑

本报讯《一周的朋友》日前发布

“最佳好友”特辑，展现赵今麦、林一、

沈月和汪佳辉相聚在校园，从初识到

相互了解，再到情谊爆表的友情故

事。几位主演在戏里是一个班级里

最要好的伙伴，戏外是互怼又互夸的

最佳好友。影片根据叶月抹茶同名

漫画改编，近日发布叶月抹茶的手绘

贺图，庆祝电影即将上映。影片由电

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导演林孝

谦执导、吕安弦编剧，4 月 2 日全国院

线上映。

青春里总有这样一群人，懂你的

“奇奇怪怪”也陪你“可可爱爱”。《一周

的朋友》近日发布“最佳好友”特辑，介

绍了高冷又可爱的优等生林湘之（赵

今麦 饰）、时常带着微笑的暖心直球男

徐又树（林一 饰）、总是知晓学校八卦

的元气少女宋晓楠（沈月 饰）、和不苟

言笑的理性学霸蒋吾（汪佳辉 饰）相聚

在校园里，在相处的点滴中逐渐成为

最佳好友的过程。

特辑展现了赵今麦、林一、沈月、

汪佳辉四人从“添加好友”的拘谨羞

涩，到“放飞自我”的互怼互夸，在充

满欢乐的拍摄日常中，完成友谊进度

满格。初进组时林一连搭着赵今麦

肩膀都小心翼翼，结果在日渐相处中

俨然已成为“拜你为师，收你为徒”的

斗嘴伙伴，赵今麦夸林一力量感十足

把墙都捶裂了，林一接梗赞美赵今麦

会走路会说话。饰演英语课代表的

沈月，调侃林一担任的是“清洁委

员”。

青春洋溢的少年，元气可爱的少

女，四个个性鲜明的角色牢牢地抓住

观众们的眼球。在影片释放的花絮

中，林一饰演的徐又树，为了让赵今

麦饰演的林湘之记住自己，特意送上

精心准备的“补脑套餐”，“蹩脚”又真

挚的操作引得网友忍俊不禁，一边调

侃“徐又树，也送自己一份核桃补脑

吧”，一边也被冒着傻气的青春感而

打动。

《一周的朋友》由阿里影业可能

制造、工夫真言影业、星野影业有限

公司、东阳三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正夫影业有限公司、东阳清晨影视有

限公司出品，浙江微沐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工夫影业（宁波）有限

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发行，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 、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联合发行。 （赵丽）

本报讯 近日，《巨齿鲨 2：深渊》正

式开机，中国演员吴京将出演本片，与

英国演员杰森·斯坦森担纲“双男

主”。该片由华人文化集团公司旗下

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原引力影视）

自主孵化、开发、制作，是动作科幻冒

险影片《巨齿鲨》系列的第二部。

与《巨齿鲨 1》相比，此次《巨齿鲨

2：深渊》将以更扣人心弦的故事、更

火爆刺激的动作场面以及再度升级

的视觉特效为观众带来一个神秘壮

观的深海侏罗纪世界和一场惊心动

魄的科幻探险之旅，吴京将携手杰

森·斯坦森，在瑰丽奇幻的未知海域

与史前怪兽巨齿鲨和其他诡谲危险

的远古生物一较高下。

近年，国产电影正逐渐担负起对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越来越多的

优秀国产电影作品正走向海外，成为

对外展示中国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业

内分析人士表示，吴京的过往作品及

角色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中国文化符

号，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力，此次担纲《巨齿鲨 2：深渊》男主之

一，希望通过电影这种文化交流的形

式，向世界传达中国当代的文化与理

念——对海洋保护的重视、对未知世

界的探索精神、对推动构建世界命运

共同体的担当，同时助推中国电影探

索出海走向全球的道路，“用电影讲好

中国故事。”

该片将由华人影业负责中国市场

发行，华纳兄弟负责中国以外地区的

营销和发行，目前正在紧密拍摄中，有

望于2023年与全球观众见面。

（杜思梦）

吴京、杰森·斯坦森“双男主”
出演《巨齿鲨2：深渊》

本报讯 由韦家辉编剧并执导，

集合了刘青云、蔡卓妍、林峯、李若

彤、谭凯、陈家乐、汤怡、何珮瑜等实

力派明星的动作悬疑电影《神探大

战》，近日宣布定档 4 月 2 日。

预告中让人毛骨悚然却又迫切想

要探究真相的案件描绘，以及海报上

“杀疯了”的氛围渲染，都令这部即将

于清明节档期上映的电影平添了几分

慑人的神秘感。

时隔多年再合作，韦家辉与刘青

云重新开启“神探”世界的探索，带来

对二人都颇具挑战色彩的新片《神探

大战》。这一次，“神探”不再局限于

一个人，而是被塑造成一个群体，甚

至是交织着正义与邪恶对立的几方

阵营：刘青云饰演的李俊曾经是一名

神探，但因患有精神疾病，他成为了

“癫佬神探”，游离在司法系统之外；

蔡卓妍饰演的陈仪与林峯饰演的方

礼信是一对“神探夫妇”，他们所代表

的是不断消灭罪恶，抓捕犯人的香港

警察；还有一群“神探”，他们以“神

探”为名，私刑执法、预告杀人、以暴

制暴……几方“神探”因为数起重案

悬案交织在了一起，他们各自坚持自

身认定的“正义”，一场与杀戮赛跑的

追寻真相之路就此开启。

从率先发布的定档物料中可以窥

见，《神探大战》堪称是一部信息量极

大的电影。凶案频发、预告杀人、警方

权威频遭挑衅……仅仅是一则定档预

告，已经让人感觉到案件庞杂，人物性

格多变，是一部拥有极大解读空间的

电影。而由案件编号拼出的“神探”二

字，更是预言了“神探”在本片中未必

代表的就是正义与真相。所有的谜

团，敬待影片上映。

《神探大战》由英皇 (北京)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英皇影业有限

公司、北京上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华文映像（北京）影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 （杜思梦）

动作悬疑电影《神探大战》定档4月2日

本报讯 3月1日，由华纳兄弟影片

公司出品，最新 DC 超级英雄电影《新

蝙蝠侠》(The Batman) 首波媒体口碑正

式流出，众多媒体给予影片五星好评，

影片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6%。影片将

于3月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此次释放的《新蝙蝠侠》媒体评

论，包括《完全电影》、《帝国》杂志等多

家国际知名媒体及独立影评人。许多

媒体人都异口同声表达了“前所未

见”、“令人激动”的观影感受，称这部

电影之于整个超英电影体系都是难得

的佳作。

蝙蝠侠，收获了最多的溢美之

词。此次，由帕丁森饰演的蝙蝠侠是

刚成为蝙蝠侠两年的年轻版布鲁斯·
韦恩，导演希望能够塑造出来蝙蝠侠

与众不同的一面。这位年轻的蝙蝠侠

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一边是对哥谭

深深的忧虑与绝望，一边是无论如何

都要去对抗黑暗的决心，罗伯特·帕丁

森通过表演将这种复杂的内心展现出

让人心碎又神往的魅力，让观众绝对

相信他就是蝙蝠侠，从未见过却真实

有力。

谜语人、企鹅人、猫女等全员高光

演技，也让影片充满了多样的吸引

力。保罗·达诺所饰演的“谜语人”，全

程用令人战栗的演技高度完成了一个

人鬼难测的超级反派。他与蝙蝠侠的

每一次对决都让人屏住呼吸，全身心

投入。“这是漫画电影的新时代”、“迄

今 为 止 对 哥 谭 市 最 好 的 银 幕 展

现”…… 每位观众都能拥有身临其境

的感受，每分钟都在期待蝙蝠侠带来

的“复仇”。

《新蝙蝠侠》由华纳兄弟影片公

司出品，马特·里夫斯执导，罗伯特·
帕丁森、佐伊·克拉维兹、柯林·法瑞

尔、保罗·达诺、安迪·瑟金斯等主

演。

（杜思梦）

《新蝙蝠侠》获赞开年最令人激动的“超英”电影

本报讯 近日，乡村振兴题材电

影《双美寻梦》开机仪式在福建安溪

县大坪乡双美村举行。安溪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吕宝贝，影片导演刘

宇松，制片人刘春胜，福建省人民艺

术剧院党委原书记、国家著名话剧

演员、影片主演陈家苑，影片主演刘

昱莎等参加活动。

刘春胜介绍，电影《双美寻梦》

从筹备起就高度重视，稳步推进各

个阶段的筹备工作，认真揣摩影片

制作细节，切实展现广大茶乡人民

以及基层工作者积极投身于乡村振

兴的主战场上，为美好生活而努力

奋斗的画面。

吕宝贝表示，电影《双美寻梦》

上映后，将进一步打响大坪乌旦（乌

金旦）茶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

进大坪乃至全县与各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也将进一步丰富该县在影

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推动茶乡

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贡献

安溪探索，助推乡村振兴。

此次拍摄的乡村振兴题材电影

《双美寻梦》不仅诠释了茶乡人民

“靠自己的骨头长肉”的精神，也是

对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精神的一种

践行，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

心聚力、奋勇争先 ,积极投身于乡村

振事业 ,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具有

重要的意义。安溪县委宣传部、安

溪县扶贫办、中共安溪县大坪乡委

员会、安溪县大坪乡人民政府共同

作为指导单位，安溪县大坪乡双美

村村民委员会、福建省天猫投资有

限公司、锋范影业作为出品单位，由

锋范影业负责拍摄。

该片计划 3 月底杀青，4 月制作

完成，5 月上映。 （影子）

本报讯 聚焦异地恋题材的话

题电影《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定

档 5 月 20 日后发布先导概念预告，

打破传统预告形式，征集真实异地

恋情侣恋爱日常，首次替异地情侣

的 爱 情 发 声 ，朴 实 真 挚 ，让 人 动

容。“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也是真

的喜欢你”道出了无数异地恋情侣

的真实心境，全民痛点，直击人心，

代入感极强，成为今年“520 观影”

的最佳选择。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由任敏、

辛云来领衔主演，李孝谦主演，周雨

彤、陈宥维特别出演。

（花花）

本报讯 3 月 1 日，青春爱情电影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发布主

题曲《很久以后》MV，该主题曲由超

人气唱将、创作才女邓紫棋作词作

曲并演唱，她的深情唱腔搭配戳心

歌词，将爱情中的酸涩与伤感展现

得淋漓尽致。

影片自定档以来，热度持续高涨，

不仅登上微博和抖音热榜，发布的一

系列物料也引发网友的强烈共鸣，纷

纷表示期待电影的上映，打算带自己

喜欢的 TA 去感受这个春天最不容错

过的恋爱体验。

该片将于3月11日正式上映。

（花花）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发概念预告

邓紫棋献唱《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