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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

▶《回廊亭》

编剧：文宁、许渌洋、张士栋

导演：来牧宽

主演：任素汐、刘敏涛

故事梗概：讲述的富商离世，巨额

遗产等待分配，各怀鬼胎的高家众人齐

聚回廊亭，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财产，而

是一场审判。一年前发生在回廊亭的火

灾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律师周扬（任

素汐 饰）此番归来，誓要为爱复仇，找出

隐藏在回廊亭中杀害男友的真凶。

▶《检察风云》

编剧：赵鹏、麦兆辉

导演：麦兆辉

主演：黄景瑜、白百何、王丽坤、王

千源

故事梗概：讲述了作恶多端的富商

突然身亡，由此牵扯出一起陈年旧案。

年轻的检察官尝试探寻更大的黑幕，正

义和罪恶的势力展开生死对抗，看似已

定的终局下竟然还隐藏着更触目惊心的

答案……

▶《暗杀风暴》

编剧：沈锡然

导演：邱礼涛

主演：张智霖、古天乐、吴镇宇、胡杏儿

故事梗概：轰动全城的连环杀人

案接连发生，凡是收到“死亡通知单”的

人，都将按预告日期，被神秘杀手残忍

杀害。为尽快破案，爆炸案目击者黄少

平（古天乐 饰），警察罗飞（张智霖

饰），专案组韩灏（吴镇宇 饰）一起入

局。真相不断在反转，惊人的秘密逐渐

浮出水面……

▶《新秩序》

编剧：马浴柯、顾浩然

导演：马浴柯

主演：张家辉、阮经天、王大陆、秦沛

故事梗概：横跨黑白两道的洪泰集

团长期暗中从事人体器官交易等犯罪活

动，陈安（张家辉饰）的妹妹便是受害者

之一。为报仇，陈安与以麦朗汶（阮经天

饰）、马文康（王大陆饰）为首的势力短兵

相接……

▶《彷徨之刃》

编剧：杨薇薇、陈卓、李佳颖、徐翔

云、东野奎吾

导演：陈卓

主演：王千源、王景春、齐溪

故事梗概：电影保留了小说中原汁原

味的情节脉络，讲述了一名单身父亲在女

儿被几名未成年人凌辱杀害后，与凶手和

警方展开情与法终极较量的故事。

▶《风再起时》

编剧：翁子光

导演：翁子光

主演：梁朝伟、郭富城、杜鹃、谭耀文

故事梗概：讲述曾经叱咤香港警坛

的四大探长南江、磊乐、严洪、胖子韩在

20世纪60年代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

纵横黑白两道，几经沉浮却最终因香港

反贪新篇章的开启，而归隐的故事。

▶《被害人》

编剧：吴菁

导演：徐伟、何文超

主演：冯绍峰、陶虹、黄觉

故事梗概：围绕着一起抢劫杀人案

展开，冯绍峰饰演的警官袁文山在逐渐

深入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案情的真相远

非表面那般简单，三案并行，一场利益和

正义的较量愈演愈烈。

▶《猎狐行动》

编剧：张立嘉、夏侯云珊

导演：张立嘉

主演：梁朝伟、段奕宏

故事梗概：国内首部将“海外追逃”

搬上大银幕的电影作品。讲述的是中国

公安部经侦局猎狐专项行动小组跨境追

捕被列为国际“红通”名单的金融犯罪嫌

疑人的故事。

▶《明日战记》

编剧：罗志良、杨倩玲

导演：吴炫辉

主演：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刘嘉玲

故事梗概：背景设定在2055年的未

来。讲述一支精英部队肩负起拯救地球

的任务，与陨石带来的外星生物作战、卷

入惊天阴谋的故事。

▶《平原上的火焰》

编剧：曹柳

导演：张骥

主演：周冬雨、刘昊然、梅婷

故事梗概：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由

刁亦男监制，讲述刑警庄树在追查一起

出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竹

马的好友李斐也被牵扯其中，由此揭开

八年前一段往事。

▶《光天化日》

编剧：尚可

导演：王大庆

主演：沈腾、张雨绮、高捷

故事梗概：讲述港澳回归不久，内地

的尊非到富商黄朝晋的手下谋生，成为

了黑社会的小头目。尊非意识到应该换

一种活法，决定金盆洗手。但黄老板想

让尊非继续为自己卖命，尊非到底如何

选择？

▶《天才游戏》

编剧：程亮

导演：程亮

主演：彭昱畅、丁禹兮

故事梗概：讲述身份迥异的天才少

年刘全龙与富家少年陈伦，在因缘际会

下开始了一场人生交换的故事。两个少

年的人生镜像，一场命运的冒险游戏，就

此开启。

▶《坚如磐石》

编剧：陈宇

导演：张艺谋

主演：雷佳音、张国立、于和伟、周冬雨

故事梗概：讲述了一个供职于市局

刑事鉴定中心普通的青年警察，为了保

卫人民群众的安全，开始了一趟惊心动

魄的侦查之旅。

▶《神探大战》

编剧：韦家辉、贾淕、李捷、王易冰

导演：韦家辉

主演：刘青云、蔡卓妍、林峯

故事梗概：讲述了自封“神探”的凶

手与真正的“神探”鬼才之间展开的斗智

斗勇的故事。

▶《扫黑行动》

编剧：管彦杰

导演：林德禄

主演：周一围、秦海璐、张智霖、王

劲松、曾志伟

故事梗概：以全国扫黑办重点督办

案件为原型,讲述了政法干警运用科

技、金融等新型手段与黑恶势力斗智斗

勇,全力维护群众利益,坚决打击犯罪

的故事。

本报讯 4月25日，江苏省重点影片

《出拳吧，妈妈》正式宣布定档，将于 4
月 30 日全国上映。值得注意的是，片

方同步放出题为“4月30日，不放弃，就

出击”的定档预告及海报，希望能感召

观众一起回归影院看电影，支持复工影

院正常化营业。

《出拳吧，妈妈》由高笔影视文化传

媒（苏州）有限公司等出品，黄苇、吴波、

沈嵘编剧，唐晓白执导，谭卓、田雨领衔

主演，田海蓉特邀主演，陈明昊特别出

演，赵诗朦、郭唐维联合主演。

影片讲述人生跌入谷底的妈妈白

杨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在教练沈浩的

帮助下重回赛场，奋力出拳的故事。

据悉，该片摄影指导黎耀辉给影片赋

予了最还原真实生活环境的质感，加

上百变形象的品质主演们，曾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展映上收获了女性观众

的一致好评。

影片定档 4 月 30 日是为了应援正

在缓慢复苏的院线电影市场，这也正贴

合了女主角白杨永不服输的精神，希望

能够借由这部电影鼓励全国观众，一起

互相守望，回归正常生活，享受电影。

同时，选择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上映，也

代表了片方对影片的品质有十足的信

心，能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出拳吧，妈妈》是谭卓继 2018 年

《我不是药神》，2019年《误杀》之后，时

隔两年再度回归大银幕的力作。为了

演好白杨这个角色，谭卓不仅在专业

教练带领下进行非常艰苦的训练，力

求在银幕上的每一次出拳都让人感受

到那种发自内心的蓬勃力量，更把一

个女人在绝境之中仍然坚持自我，不

躺平，不服输，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不

拔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这不仅仅是导

演想要通过电影《出拳吧，妈妈》向广

大观众传递的不放弃的态度，也是在

当下这个严峻的形势下，能够带来彼

此坚持温馨的鼓励。

在《出拳吧，妈妈》中饰演教练沈浩

的是资深演员田雨，凭借《庆余年》中王

启年一角成功出圈后，才让人回想起他

早在《夏洛特烦恼》、《飞驰人生》，以及

《奇迹·笨小孩》中就留下过叫人过目难

忘的角色。另一位演员田海蓉在《出拳

吧，妈妈》中饰演女主角白杨的姐姐，本

是同根生，却因为白杨孩子的抚养权

“反目成仇”，田海蓉细腻的表达把一个

本是“恶人”的形象诠释得让人信服，更

深一层地叫人设身处地从她的角度着

想，产生纠结。因为这次隐忍又深情的

表演，田海蓉荣获第 12 届澳门电影节

最佳女配角奖。

作为历年来重要的票房产出季，

五一档向来都是各大片方必争之地。

但是今年由于全国多地疫情防控影

响，各大影院营业率近日才开始缓慢

恢复到 50%左右。从某些角度来看，

当下中国电影遇到的困境与电影《出

拳吧，妈妈》中白杨几乎一模一样，人

生已经走到谷底，眼前困难重重，在这

个时候，更应该放手一搏，奋力出拳，

用实干和苦干赢回一个漂亮的明天。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出拳吧，妈妈》选

择逆市而上，坚守阵地，在 4 月 30 日登

陆全国院线，用电影为全国观众加油

打气，也用品质让观众恢复对中国电

影的信心。

（赵丽）

本报讯 电影《新神榜：杨戬》近日

宣布将于 2022 年 7 月全国上映。影片

同时发布“初见君”版先导预告和“逍遥

游”版先导海报，“史上最帅”杨戬携“新

神榜”系列新作来袭。

影片发布的“初见君”版先导预告

让杨戬的“神颜”一览无遗，无论是杨戬

面对同伴问询“二爷，好久没开张了，得

挣钱了”时心不在焉的神态，还是趴在

木质古风飞船船舷上惬意的远眺，都让

其无愧“史上最帅”杨戬的名号。预告

中，杨戬伸懒腰时的一句“那咱们去碰

碰运气”所展现出的悠然自得，与杨戬

战胜敌人后“疼疼疼，头还挺硬”的幽默

吐槽，也为影片增加了一抹轻松闲适的

色彩。

与此同时，预告还展现出蓬莱仙岛

极富想象力的场景，独具东方特色的奇

观建筑鳞次栉比，各式飞船穿梭在云

间，一幅前所未见的古风仙侠奇景映入

眼帘，奇幻感扑面而来，令人大饱眼

福。而戴着斗笠的杨戬与妖怪的“巷

战”场面也预示着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

新世界，“新神榜”体系下的杨戬即将开

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作为“新神榜”系列全新力作，本片

在《新神榜：哪吒重生》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主创团队用别具一格的想象力讲述

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神话故事。不少观

众看完预告后惊呼“史上最帅杨戬来

啦”，还有观众表示“预告中对蓬莱仙岛

的呈现令人耳目一新，很期待在这个背

景里发生的冒险故事”。

《新神榜：杨戬》由上海追光影业、

浙江东阳小宇宙、哔哩哔哩影业（天津）

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曹炳琨自导自演，田

浩宁、林博洋、李昀锐主演，包贝

尔、刘莉莉、沙宝亮、刘陆、马浴柯、

张彤等特别出演的电影《只要你过

得比我好》定档 4 月 30 日重映，影片

预售已开启。

影片用有温度、有力量的视听

语言讲述了外卖骑手曹德望（曹炳

琨 饰）因意外事故而必须设法将相

依为命的儿子曹生（田浩宁 饰）送

进福利院的故事。电影通过现实主

义的视角，将聚光灯打给一个普普

通通的小人物，一个独自抚养孩子

的“打工人”父亲。生活艰难的他难

以平衡糊口的工作与对儿子的陪

伴，只能放儿子在送外卖的摩托车

后座度过一个假期，忍受病痛的同

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幼子，尽自己

最大努力，用一个个善意的谎言给

儿子编织美好的生活。 （影子）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4月30日重映

本报讯 环球影业打造的浪漫爱

情喜剧《巨星嫁到》定档 5 月 13 日。

“流行天后”婚礼现场突发意外，不得

已之下，她如抽盲盒般地挑选了一位

数学老师，决定与他结婚，一段浪漫

而又疯狂故事由此上演。本片由詹

妮弗·洛佩兹与欧文·威尔逊主演。

《巨星嫁到》此前在海外院线与

流媒体同步上线，全球斩获近5000万

美元票房，同时也成为Peacock TV观

看人次最高的院线同步流媒体上线

的影片。在知名电影网站烂番茄上，

《综艺》、《帝国》等媒体都打出高分。

影片的爆米花指数也高达92%，观众

好评不断，称其“甜蜜、轻松、有趣”；

而作为影片的绝对主演，詹妮弗·洛

佩兹的惊艳表现也让影迷赞不绝口，

她与欧文·威尔逊之间绝妙的化学反

应同样成为了不可错过的亮点。

近两年，内地大银幕鲜少有海外

浪漫爱情喜剧的身影，《巨星嫁到》无

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缺，对于电

影的定档，网友纷纷表示期待上映：

“我可太怀念欧美轻喜剧了”“谢谢，

我的人生不能没有爱情喜剧。”值得

一提的是，作为“乐坛顶级天后”，电

影中詹妮弗·洛佩兹演唱的《Marry
Me》《On My Way》等超强新曲也将带

给观众一场浪漫的音乐盛宴。

（杜思梦）

浪漫喜剧《巨星嫁到》定档5月13日

本报讯 4月 22 日，迈克尔·贝新

片《亡命救护车》登陆中国内地影

院。在 4 月 19 日影片举行的中国首

映礼上，迈克尔·贝和主演杰克·吉

伦哈尔、叶海亚·阿卜杜勒-迈丁向

中国观众发来问候，推荐这部动作

“爽片”。

《亡命救护车》讲述了一个惊心

动魄的故事，身经百战的老兵威尔

（叶海亚·阿卜杜勒-迈丁 饰演）和他

的养兄弟丹尼（杰克·吉伦哈尔 饰演）

卷入一起银行抢劫案，在逃离的过程

中却出现了差错，陷入绝境的两人不

得不劫持了一辆救护车，不料车上竟

然有一位医护人员正在给重伤的警

察做急救。在一场惊心动魄的高速

追击中，他们不但要逃亡，还要保证

伤员的生命安全。随着事态的升级，

两兄弟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

迈克尔·贝、抢劫、追车，三个形

容词叠加在一起，似乎已经能勾勒出

《亡命救护车》的轮廓：高速剪辑节

奏、晃动的运镜、频繁的特效、枪战、

爆炸以及被撞飞的车。而对于这部

典型的“爆炸贝”电影，也在首映式上

收获嘉宾与观众的好评。

《亡命救护车》中国首映式的主

持人MistaB 是一位资深汽车媒体人，

他感叹：“除了专业的救护车外，导演

迈克尔·贝还安排了几乎全品类警车

和美式Low Rider改装车助阵拍摄，简

直是游戏第一视角既视感。”

国内资深航拍摄影师高率称赞

迈克尔·贝试验性开创FPV第一视角

穿越机拍摄新纪元，“高空坠落、穿地

库、钻桥洞都以不可思议的视角呈

现，这是开创性的电影视觉语言！

FPV 简直就是空中 F1！”国内顶尖急

救专家刘耕认为影片女主卡姆是具

有魅力的好莱坞电影女性角色：“完

美的救护，不违背急救原则，还展现

了完整动人的人性关怀。”（杜思梦）

迈克尔·贝新片《亡命救护车》首映

本报讯 英伦经典 IP 系列电影新

作《唐顿庄园 2》近日发布定档预告及

海报，正式宣布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于

5 月 20 日开画。时隔三年，华丽英伦

风尚重返大银幕，“大小姐”米歇尔·道

克瑞，“伯爵老爷”休·博内威利，“老伯

爵夫人”玛吉·史密斯领衔卡劳利大家

族悉数回归，再续温暖真情。

《唐顿庄园》系列以真挚细腻的情

感深入人心，续集《唐顿庄园2》在秉承

这一核心之余，还将带给观众意料不

到的惊喜。正如预告片中所呈现的，

老伯爵夫人收获了一栋位于南法的别

墅，然而被随之牵扯出来的却是一段

尘封已久的神秘过往，并且，这个秘密

似乎与伯爵有着重大联系，等待他的

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老伯爵夫

人究竟隐瞒着怎样的事实？卡劳利家

族会面临什么困难阻碍？唐顿庄园的

未来将走向何方？令人期待。

系列前作《唐顿庄园》于 2019 年

全球上映，收获了 2.37 亿美元的票

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影

片也斩获绝佳的口碑，猫眼及淘票票

评分均达到8.8；豆瓣上，影片稳居8分

上下，影片中妙趣横生的故事叙述，优

雅华丽的服化道设计，感人至深的情

感传递皆为人称道。

此次《唐顿庄园 2》将集结原班人

马，忠实地延续系列中最引人入胜的

元素，力求为观众奉上极致的视听盛

宴。 （杜思梦）

《出拳吧，妈妈》

白杨是一个性格倔强、坚守内

心原则的年轻妈妈；几年前因一时

冲动失去所有、母子分离，孩子被迫

交给姐姐扶养；直到遇见性格奇葩、

舌毒心暖的男人沈浩，在他的帮助

下，白杨重新燃起了斗志，痛下决心

夺回失去的一切。而前方等着白杨

的，却完全超乎了她的想象……

上映日期：4月30日

类型：剧情/励志

编剧：黄苇/吴波/沈嵘/唐晓白

导演：唐晓白

主演：谭卓/田雨/田海蓉

出品方：高笔影视文化传媒/新

疆华夏天山电影院线/保利影业等

发行方：亿美星海影视/基美影业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故事围绕赵一一和许嘉树展

开，高考之后，赵一一终于向暗恋多

年的许嘉树表白，却阴差阳错开启

一场异地恋。当异地恋升级为异国

恋，是继续坚持，还是一别两宽，各

自成长的二人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

的答案……

上映日期：4月29日

类型：爱情/剧情

编剧：付丹迪/冯莅茗/周轶凡

导演：吴洋/周男燊

主演：任敏/辛云来/李孝谦/曹卫

宇/张澍

出品方：光线影业/青春光线等

发行方：光线影业

《坏蛋联盟》（美）

故事的主角是五个无恶不作的

“坏蛋”，他们平时威风八面，四处作

案。直到某一天，他们突然想成为

模范公民，然而转型路途甚是艰难，

且意外层出不穷，令人啼笑皆非。

上映日期：4月29日

类型：喜剧/动画

编剧：艾伦·布拉培/伊坦·柯亨/

尤尼·布伦纳/希拉里·温斯顿

导演：彼埃尔·佩里菲尔

出品方：环球影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由陈晓亮执导的电影《戏

是人生》已于 4 月 22 日全国院线公

映。影片讲述上世纪30年代，潮汕时

局动荡，底层百姓生活困苦，战乱迫

使一些无法养活子女的家庭把孩子

卖到潮剧戏班。三位主人公因不同

际遇在戏班相识，相伴相知一起长

大，从被迫学艺到爱上潮剧，在严酷

的社会环境下，始终坚守着潮剧艺

术。电影故事励志、题材新颖，旨在

以电影艺术形式激发新时代年轻人

对古老艺术的兴趣。

影片编剧、导演陈晓亮并不是潮

汕人，为了做好剧本创作，他在潮汕

地区深入走访，学习了解潮汕文化和

潮剧艺术，并拜师潮剧名家谢继顺先

生成为潮汕文化传承人。主创团队

深入走访大街小巷，采访、收录了大

量的那个年代戏曲唱段和街头叫卖，

那个年代的潮汕民俗和当地的俚语，

为影片打好了基础。

据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潮剧

是我国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2006年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电影《戏是人生》自 2018 年

启动拍摄，在潮汕地区取景。在广东

潮剧院的支持下，多位潮剧演员指

导、参与拍摄，潮汕话、潮剧元素和潮

汕民俗文化在电影中都有所呈现。

该片曾荣获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红枫

叶奖五项提名。

（影子）

江苏省重点影片《出拳吧，妈妈》4月30日上映

国漫电影《新神榜：杨戬》定档7月

电影《戏是人生》再现戏与情

本报讯 近日，由朱一龙领衔主演

的灾难电影《峰爆》宣布将于6月10日在

日本上映，一同释出的还有日版海报。

影片以一场地质灾难为背景，通

过基建人、消防员、飞行员等各行各

业救援力量集结，展现出中国人在灾

难面前创造救援奇迹的故事。2021
年9月17日曾在中国内地公映，累计

票房4.37亿。 （花花）

《峰爆》6月10日
日本上映

英伦经典IP《唐顿庄园2》5月20日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