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电影《误杀瞒天记》

发布“完美犯罪”版定档预告及海报。

影片讲述了一个小学文凭的父亲为了

拯救女儿、捍卫家庭，利用自己平时从

电影中积累的知识，与女督察长斗智

斗勇，完成了一次“瞒天过海”的犯罪

故事。

该片是国产电影《误杀》的印度原

版，因其缜密的悬疑推理和精巧的反

转叙事被奉为悬疑犯罪片经典，并被

多国翻拍。而此次，印度原版神作《误

杀瞒天记》引进国内，将于4月15日全

国上映。

“完美犯罪”版预告中，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颇有节奏的锄地声就让人

起一身鸡皮疙瘩。无助的母女在黑夜

的“误杀”后求助家中的顶梁柱。为了

保护家人，父亲维杰开始了一系列瞒

天过海的计划。预告中颇有节奏感的

音乐充满悬疑，锄地声之外还伴随着

照相机闪光灯的声音、卷闸关闭的声

音和警车关门的声音，丰富的声音交

织，交代了这家人面临的困境。

电影讲述的正是这一家四口在面

临绝境时如何反击的故事。善良守法

的一家人，因为大女儿安玖不堪男孩

萨姆骚扰而错手将其杀死，在得知男

孩强大的家庭背景后，父亲维杰决定

捍卫他的家人。尽管只有小学文凭，

但维杰是一个热爱电影的影迷，凭借

从电影中学到的知识，他开始为家人

谋划如何伪装制造“完美不在场证

明”。当被警察质问时，这一家人的供

词被浓缩成“二号去听经，然后看电

影；三号去购物，然后去餐厅”短短两

句话，洗脑的证词不仅让警方摇摆不

定，也让所有银幕前的观众都逐渐陷

入虚实混乱的谜团。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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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近十部影片登陆农村

电影市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根据同名大型史诗歌舞剧制

作的电影《大地颂歌》。该片以

“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十八洞

村脱贫故事为原型，分为《风起

十八洞》、《奋斗》、《夜空中最亮

的星》、《一步千年》、《幸福山

歌》、《大地赤子》六个篇章，通

过艺术手段全景再现了扶贫路

上涌现的真实人物和典型事

例，生动诠释了伟大脱贫攻坚

精神，是中国开展反贫困斗争

的生动写照。

故事片订购方面，城市票房

过亿大片《悬崖之上》、《峰爆》、

《中国医生》等片发力，订购场次

及订购院线数排名靠前。新片、

大片、好片在农村电影市场广受

欢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方能促进良性循环，使

得更多的新片大片能第一时间

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科教片方面，为切实做好清

明节期间防火宣传，全面提升群

众防火意识，各地院线订购了

《防患未燃之山林防火》、《防患

未燃之农村防火》、《森林防火》

等科教片，加强对辖区观众防火

意识的安全提示。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

4650余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片360余部。2022年第12周（3月19日

—3月25日）全国共有23个省区市的8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989部，共计

14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2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

中心以254部的成绩位居首位；运城新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场次最多，超过

13000场。

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卡次数最多，超600次；

福建中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近5000场。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运营与监管服务平台显示，截至目前，2022年共订

购影片117.7万场，放映影片19.3万场，回传3.5万次。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中

华民族的希望。通过公益电影

放映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

秀影片送进中小学校、送到青少

年身边具有重要意义。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近期河

南、广西、安徽、浙江等地院线开

展了“红色电影进校园”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用光影展现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河南平顶山市对全市各级

各类寄宿制学校继续实行封闭

管理，在符合防控要求的前提

下，积极开展红色观影活动，丰

富师生校园生活。

安徽青阳县开展了爱国主

义教育影片进校园活动，在全县

中小学范围内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影片放映，进一步加强全县中

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中小

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广西八桂院线辖内南宁、桂

林、钦州、玉林等地区积极开展

2022年中小学春季学期“红色电影

进校园”放映活动，此次活动从3月
初持续至6月底，预计放映600余

场红色电影，覆盖人次万余人。

浙江丽水市时代农村数字

电影有限公司开展了“红色电影

进党校”活动，为丽水市委党校

2022 年春季学期学员放映了扫

黑除恶题材影片《扫黑·决战》。

此次活动打造了特色党建教育

新模式，让广大学员从电影中汲

取奋进力量，进一步激发党员干

事创业热情。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大地颂歌》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多地开展红色电影进校园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精灵旅社4》定档4月3日本报讯 动画电影《精灵旅社》最

终章《精灵旅社4：变身大冒险》将于4
月 3日登陆全国各大影院。影片于近

日开启限量提前观影场，获大批观众

称赞“故事轻松有趣，全家人一起笑个

不停”、“变身梗笑料十足，系列收官不

负众望”。

除了观众口碑出色之外，新颖的

故事设计、欢脱有趣的氛围也让众多

专业媒体对《精灵旅社 4》表示十足好

评。而影片的国外口碑同样极佳，《好

莱坞报道》用“十足的呆萌可爱”盛赞

了影片，洛杉矶时报除了表达对电影

欢脱氛围的喜爱外，更点赞了故事中

“用爱接纳他人不完美”的精神核心。

陪伴观众走过十年时光的精灵家族迎

来大结局，期待大家一起去影院亲眼

在大银幕见证这圆满的一幕。

《精灵旅社 4：变身大冒险》是经

典 IP《精灵旅社》的最新动画冒险电

影，也是陪伴观众十年的“精灵家族”

收官之作。过去十年间，《精灵旅社》

系列以放飞脑洞的角色设定、欢乐搞

怪的故事、动感上头的音乐收获了一

众忠实粉丝，前三部累计创下内地 4
亿人民币票房、全球超 13亿美元票房

的佳绩。 （花花）

本报讯《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所创作的“魔法世界”全新冒

险篇章《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

日前发布“幸运麻瓜”版预告及“魔

法对战”版海报。从第一部电影中

雅各布意外闯入魔法世界，到这一

部电影中收到来自邓布利多的魔

杖礼物、加入“初代邓布利多军”，

这位麻瓜中的幸运儿已经与魔法

世界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

次他又将经历怎样惊心动魄的魔

法冒险？

在最新曝光的“幸运麻瓜”版预

告中，雅各布的扮演者丹·福格勒亲

自现身带领观众走进神奇的魔法世

界。福格勒直言自己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人，片中的雅各布作为唯一被

魔法世界青睐的幸运麻瓜，将亲自

见证魔法史上的传奇大战之一。

（花花）

《神奇动物3》发布新版海报

本报讯 据外媒报道，《碟中谍 8》
已经正式开机拍摄，《碟中谍 7》尚在

后期制作流程中。

因为疫情的影响，《碟中谍 7》的

成本已经涨到了 2.9 亿美元，这就意

味着在排除宣发成本之后，影片的票

房需要达到 9 亿美元，才能让制片方

收回成本。《碟中谍》系列目前全球总

票房约 35 亿美元，但整个系列还没

有一部影片达到全球 10 亿美元的票

房水准。

目前，《碟中谍 7》的北美上映时

间定在了 2023 年 7 月 14 日，《碟中谍

8》定于 2024年 6月 28日。

（花花）

《碟中谍8》正式开机

本报讯 由何蓝逗、曹煜辰领衔

主演的电影《她的爱情》发布定档海

报，定于 8 月 4 日上映。

从已经公布的剧情梗概来看，

《她的爱情》讲述了一个意外重逢的

故事。何蓝逗在片中出演有绘画天

赋的女孩向言，与她演对手戏的曹煜

辰则饰演医学研究生林衡宇，两人原

计划毕业后结婚，但残酷的现实打破

了这个约定，留下巨大遗憾。

影片曾于今年 1 月初举行了开

机仪式，两位主演都亮相了活动。

定档海报上，两位主演都目视远方，

“只愿每一次心跳都能无比用力”的

宣传词十分显眼。在特别出演一

栏，还出现了包贝尔、贾冰、潘斌龙

等人的名字。 （花花）

《她的爱情》发布定档海报

本报讯 日前，皮克斯全新动画电

影《光年正传》发布预告片，《玩具总动

员》中的灵魂角色“巴斯光年”单人电

影首次与影迷们见面。影片由安格

斯·麦克莱恩执导，“美队”克里斯·埃

文斯献声配音。

预告片开场，准备“出征”的巴斯光

年就被藤蔓使了绊子。整个预告也被

搞笑桥段填充，巴斯光年不再是玩具设

定，而是将其改编成了人类原型、阿波

罗11号宇航员巴斯·奥尔德林，巴斯光

年以新“身份”飞向浩瀚无垠的太空，开

启画风清奇的科幻冒险。而除了巴斯

光年，故事里还为他的星际旅行搭配了

一个电子猫的同伴，两人之间的搞笑互

动，也是影片的看点之一。

该片将于6月17日在北美上映。

（花花）

巴斯光年单人电影《光年正传》发预告

本报讯 近日，漫威超级英雄新

作《黑豹 2》正式杀青。影片由前作

导演瑞恩·库格勒执导，露皮塔·尼

永奥、利蒂希娅·赖特、丹娜·奎里

拉、马丁·弗里曼等回归主演，将于

11 月 11 日北美上映。

本片去年 6 月底在美国亚特兰

大松木制片厂开拍，8 月在波士顿的

一次拍摄中，身穿特技装备的莱蒂

希娅·赖特（黑豹妹妹苏睿公主）受

伤停工。直到今年年初，莱蒂希娅

才复工继续拍摄。据悉，影片实际

拍摄周期达 117 天。

去年年底，美国购票网 Fandango
对6000多名观众调查，在2022年观众

最期待的十大影片中，《黑豹2》成为最

受观众期待的电影。

（影子）

漫威电影《黑豹2》杀青

《误杀瞒天记》发布“完美犯罪”版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