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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的重

要历史节点，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

道》特别策划推出“在一起”特别节

目，邀请香港、内地影人畅谈回归 25
年心路历程，从不同角度回顾城市发

展与创作经历，聚焦港人身份认同感

的深刻转变。

两地影人分享

香港回归25年心路历程

与香港这座城市一样，香港电影

的发展进程也有着鲜明的历史文化

特征。功夫片、喜剧片、警匪片、爱情

片……香港影人用精彩绝伦的光影语

言，记录下热闹繁华又极具市井气

息，探索先锋又不失人文表达的大量

经典作品。

从《蛇形刁手》、《醉拳》到《A 计

划》、《警察故事》，成龙成为中国乃至

世界的动作明星；《逃学威龙》、《大话

西游》、《唐伯虎点秋香》……周星驰

至今仍是影迷心中的“喜剧之王”。

不仅是商业片，王家卫、许鞍华等导

演，也在极致娱乐的对立面，用镜头

书写着独特的文艺浪漫。

上世纪 90 年代，香港电影也曾在

外部环境的影响下陷入困境。随着

回归之后与内地不断加强交流，大家

不仅促进了文化的融通，更实现了人

心相通。

“回归之后，堂堂正正：我是一个

中国人，这是我们从小梦寐以求的。”

成龙的感怀，也是无数港人身份认同

感转变的写照。先后拍摄《四大名

捕》、《画皮》的导演陈嘉上直言：“我

回来，就是为了和大家融合在一起。

我希望自己能够站在中国电影的位

置上去创作。”演员梁家辉说：“（如

今）已经不应该再分所谓香港电影或

内地电影，我们大家都是代表中国。”

导演王晶更表示，希望华语片能够成

为所有影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一起》开播

创作者共同讲述中国故事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不断追求进

步的香港影人，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

进程，也由此迎来更大的创作舞台。

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他

们的期待，更成为香港与内地影人实

践中的重要抓手。从徐克的《智取威

虎山》，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刘

伟强的《建军大业》，到如今商业化、

工业化程度愈见成熟《长津湖》、《中

国机长》、《红海行动》、《烈火英雄》

等新主流电影，都让香港影人在全新

的创作环境中，有机会施展他们的优

势与才华。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在一

起”特别节目中，一批来自香港与内

地的优秀创作者将共同围绕一部部

经典作品、一个个经典角色，回顾各

自的成长与创作经历。

7 月 1 日晚播出的节目中，王祖

蓝、任达华、吕良伟、李治廷四位影人

的分享，就将为我们呈现香港影人于

光影中诉说的爱国情深，以及他们作

为中国人的自豪之情。之后，节目还

将陆续推出于冬、汤唯、陈嘉上、吴镇

宇、陈思诚、麦兆辉等影人深度对话，

诚邀他们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据悉，《在一起》系列特别节目自

6月 30日起，每晚 22时在CCTV6电影

频道播出，1905电影网同步上线。

（影子）

《红光》

1943 年，王光为了保护当地群

众安全转移，不顾生命危险引开敌

人的追捕，却被狡猾的日军抓获，受

尽酷刑也坚决不肯吐露群众和八路

军转移的位置，最终壮烈牺牲……

上映日期：7月5日

类型：剧情/战争

编剧：康健民

导演：孟奇

主演：梁缘/曹骏/陆鹏/周显欣

出品方：山西景辰未来影视传媒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神探大战》

患有精神疾病的“癫佬神探”李

俊为查真凶独闯犯罪现场，以“神探

夫妇”陈仪和方礼信为首的重案组

也 开 启 了 与 杀 戮 赛 跑 的 缉 凶 之

路……

上映日期：7月8日

类型：罪案/动作

编剧：韦家辉

导演：韦家辉

主演：刘青云/蔡卓妍/林峯

出品方：英皇影视/英皇影业/上

狮文化

发行方：上狮文化

《隐入尘烟》

西北农村两个被各自家庭抛弃

的孤独个体，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

相濡以沫，武仁林与海清展现了一

对底层农民夫妇从陌生到熟悉，从

相知到相守的心路历程。

上映日期：7月8日

类型：剧情

编剧：李睿珺

导演：李睿珺

主演：武仁林/海清/杨光锐/武赟志

出品方：甘肃祁子文化/嘉映春

天/拾谷影业/阿里影业

发行方：嘉映文化

《何叔衡》

讲述了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

中央苏区开展反腐斗争，打响我党反

腐第一枪，以及在中央红军长征后坚

持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曲折故事。

上映日期：7月8日

类型：传记/历史

编剧：谭仲池/赵楠

导演：刘苗苗/周琦

主演：巩峥

出品方：潇影第二影业/潇影集团

《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

巴克队长和皮医生为了送小章

鱼酷巴回家，结伴前往加勒比海。

然而他们在途中遭遇了突发事件，

必 须 穿 过 丛 林 ，探 索 神 秘 的 洞

穴……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动画/冒险

编剧：霍耀武

导演：布莱尔·西蒙斯/周沁

出品方：万达影视/万达儿童文

化发展/央视动漫

发行方：万达影视

本报讯 由哔哩哔哩联合坏猴子

影业，共同打造的《大世界扭蛋机》系

列电影短片已于 6 月 23 日起正式开

播，每周四晚18：00在B站独家上线。

首周“明日之后”四部科幻电影短

片在上线后收获了不俗的热度和口

碑，让许多观众感受到后生可畏的创

作力量。《大世界扭蛋机》于次周继续

推出了“成长之前”主题三部电影短

片，以更加活泼的气质和新锐的表达，

讲述新世代成长故事，聚焦新世代成

长话题，点燃新世代成长共鸣。

“成长之前”主题的三位青年导演

均是以新人之姿闯入大众视野，尽管

资历尚浅，但展现出的水平已然不容

小觑。由赵大地执导的《状元》，讲述

高三备考的儿子与意外获得超能力的

陪读母亲，共同经历的一段笑泪交织

的成长故事。《心理诊疗》由肖麓西执

导，借助吸血鬼与人类共生的奇妙世

界观设定，反映当代年轻人共同面临

的生活困境。由刘铠齐执导的《下乡

的塔可夫斯基》，则讲述两个心怀电影

梦想的青年，在田野乡间展开的一场

从理论迈向实践的创作探索。

“成长之前”主题三部电影短片，

在延续新鲜感和多元化的基础上，选

择了不同的切入方式——如果说“明

日之后”是以奇思妙想的未来世界撬

动社会思考，那么“成长之前”则离生

活更近，更能引发大众共情。

《状元》中新奇的设定高度提炼了

所有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愿，高考刚结

束不久、高三生活尚未远去的考生和

家长，对此一定深有感触。而考试分

数与成长快乐之间如何平衡，又能否

兼得，短片抛出的疑问值得教育界乃

至整个社会的深入思考。《心理诊疗》

在层层包装、高能反转的剧情下，关注

年轻群体所面对的生活痛点问题，令

许多年轻观众高呼“真实”。《下乡的塔

可夫斯基》则通过两个青年创作者在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探索，传达拒绝掉

书袋、根植土地与群众，才能创作出雅

俗共赏优秀作品的文艺创作观念。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洪金宝、许鞍华、

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

七位导演联合执导的电影《七人乐队》

再次曝光单元预告。许鞍华以《校长》

回溯校园师生的温暖情谊，谭家明用

《别夜》聚焦年轻一代的爱情骊歌，两

个单元题材迥异，共同描摹出不同时

代下香港人的生命轨迹。

电影《七人乐队》是七位香知名导

演首度联袂之作，影片从上世纪50年

代起，跨越到当下与未来，构建出香港

发展的全景图，故事共包括洪金宝的

《练功》、许鞍华的《校长》、谭家明的

《别夜》、袁和平的《回归》、杜琪峰的

《遍地黄金》、林岭东的《迷路》及徐克

的《深度对话》等七个独立单元。七位

导演从不同视角切入，回眸香港一路

走来的风雨历程，重现了那段流光溢

彩的时代画卷。

其中，许鞍华执导的《校长》重现

了上世纪60年代的校园风貌，她在谈

及这段故事创作初衷时感叹，那个年

代的生活比较简单朴素，老师与学生

的关系有着淳朴的人情味，因此创作

伊始就想到了写校园故事。谭家明则

聚焦上世纪80年代，他认为每个人都

有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别夜》便是

通过一对青年情侣，反应了当时普通

人对命运的抉择。无论是《校长》中的

师生关系，还是《别夜》中的情侣关系，

人与人的情感可以超越时代产生共

鸣，电影《七人乐队》公映时，期待有更

多观众走进影院，从故事中看到自己

人生的映照。

《七人乐队》由中影寰亚音像制品

有限公司及寰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

品，星光联盟影业无锡有限公司、8028
控股有限公司及北京真之影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电影合作制

片公司监制，银河映像(香港)有限公

司承制，中影寰亚音像制品有限公司、

星光联盟影业无锡有限公司及寰亚电

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发行。

（影子）这是一部风格犹如滚滚向前的

巨球的电影。而它的核心则在于彰

显女性也会有坚韧而凌厉的江湖正

气。

近日，美国发生了一件在公车

上一位华裔女性奋起保护四位男同

学不让暴徒们欺凌的事件，纽约警

方赞扬这位华裔女生是一位真正的

“英雄”！

《龙女孩》塑造的恰恰就是这种

女性孤胆而且英雄的气概。

有意思的是，这是一部中国和

印度合拍的电影，中国导演刘静当

年跟随张艺谋影片《英雄》出任副导

演，印度一方执导的拉姆则久经沙

场，是印度影坛上享有赞誉的导演。

影片定位在李小龙精神在印度

民间的发扬光大，女主角普加由跆拳

道转而苦学截拳道，一切都出自她对

中国功夫巨星李小龙的顶礼膜拜。

李小龙的武术精神融入到了普

加的全部身心包括爱情生活当中，

而多年之前她的姐姐也正因为被黑

恶势力凌辱而自杀，激发普加义无

反顾地以学拳自立。

普加的故事将告诉全印度的女

性们，在伸张正义的道路上，从来巾

帼不让须眉，“女性”也是上天赋予

人间的一个骄傲的名字。

故事很曲折，幸运的是普加有

一位优秀的中国截拳道教练（石天

龙饰演）。有精神与信仰支撑，又有

中国功夫教练醍醐灌顶的指引，普

加 的 功 夫 突 飞 猛 进 。 鏖 战 必 不 可

免，所以这部影片势要开创的就是

一个“世界女性日”。

中国制片方是深圳市大百姓影

业有限公司，挚伏多年，立足深圳通

过与国际合作输出中国文化，选准了

一个今天人们都要谈论的话题：在这

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上，什么是女性最

光荣的担当，谁说女子不如男。

女性自强了，一个社会的正义

就完整了。

有人说印度方面所以愿意合拍

这部影片，是因为社会上“色狼”太

多，女性遭到攻击甚至得不到公正

的支持。这样说固然有理，但是就

《龙女孩》来说则远远不够。

为 着 剧 情 的 节 奏 和 镜 头 的 出

彩，《龙女孩》中普加的拳头与飞腿

当然对准那些印度流氓。但是，李

小龙的精神除此之外更有对于人类

功夫技能的热爱，甚至首先是一种

伟大的人类精神，而非仅仅为了打

倒对方。

中国功夫当中有哲学、有信仰、

有大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旦

真正掌握了它，就能够在精神世界

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些才是普加

最终获得了无穷力量，而为银幕内

外的女性们赢得荣誉的原因。

因此《龙女孩》固然很爽，甚至

爽到骄傲与痛快，但是它的文戏更

出色，当中的所有文戏都围绕着塑

造普加这个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有爱心、有智慧、有坚韧性格

的女性。

普 加 的 成 长 是 没 有 一 刻 懈 怠

的，普加的努力是有着精神信仰支

撑的，而普加能够遇到中国师父，练

就一身傲骨和本领，则是有上天给

予的灵气、运气和豪气。《龙女孩》通

过普加的成长和从头到尾一场接一

场的缠斗，给了女性们深刻的启迪：

人生离不开岁月的磨炼，也离

不开老师的指引，同时更离不开挫

折与坚韧。印度电影很注重刻画人

物的成长和其中精神的升华，不论

《摔跤吧！爸爸》、《起跑线》还是《小

萝莉和她的猴神大叔》，以及和中国

合拍的这部《龙女孩》，那条导人向

上的红线从未模糊过。

是的，女性离不开爱情，离不开

美丽，离不开呵护。普加的爱情正

好自始至终、有情有趣；普加的舞

姿、身段与风情恰恰让你目不暇接；

而影片当中两个男人对普加的细心

呵护，带来了凌厉拳风之外的丝丝

温暖。

这样的合拍电影是否值得中国

观众期待，《龙女孩》是否会影响更

多在沉沦中的女性走上自强自立之

路？对于《龙女孩》在中国上映，对

于 影 片 女 主 人 公 普 加 这 样 自 由 奔

放、倔强勇猛的个性，印度导演拉姆

有几分忐忑不安，中国女性能够理

解和接受吗？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古有花木

兰、今有新女性的国度，中国的女性

一定认同普加，一定会以普加这样

的女孩为榜样。《龙女孩》的创作是

成功的，它的选材、角度和故事，它

的人物、剧情和细节，它简单而有高

度、激爽而有内涵，一鼓作气、十足

商业、百感交织会让这部影片一炮

而红。

《龙女孩》全球公映的这一天，

就是“世界女性日”，让我们一起来

迎接它吧，一个真正属于世界女性

的节日！

◎新片

本报讯 上周末，《神探大战》超前

点映。从火爆刺激的场面到环环相扣

的紧凑剧情，再到全员演技Buff叠加

的表现，第一批观众毫不吝啬溢美之

词。电影亦在票务平台斩获了淘票票

9.2、猫眼 9 的高分，跻身 2022 年高口

碑犯罪动作电影。近日片方再度发布

的六张人物关系海报，吊足了尚未观

影观众的胃口。

电影《神探大战》讲述了一个以

“神探”为名的犯罪团伙，他们以暴制

暴、预告杀人、私刑执法，使得香港陷

入无尽恐惧之中。

有首批观众看完《神探大战》后表

示“影片火爆、刺激、紧张”，但更重要

的是这电影是“爆米花的外壳，犯罪片

的骨架”。还有观众表示“影片的想象

空间很大，其深度可以让你品到不同

的味道”。可见《神探大战》不仅仅是

一部感官刺激足量的“爽片”，更有许

多的“弦外之音”，有待观众在电影院

中完整解锁。从这个角度来看，此番

发布的“人物关系”版海报，更像是一

种观影提示，是给还未看片的观众划

一个重点。

“多少犯罪是打着正义的旗号”、

“暴力复仇滋生新的暴力”等值得反复

推敲的话语，配合海报画面中的内容，

仿佛是一种隐喻。而刘青云与林峯在

无尽空间的构图中，时而面对面，时而

背靠背，地面上满是犯罪场面，再配以

“灵魂的审判下无人能幸免”的词句，

暗藏了两人之前关系的不确定性，更

让人好奇二人最终的命运结局。

刘青云带着陈家乐、汤怡在悬空

的吊臂上行走配上“一路向前走入光

明还是深渊”的文字，以及蔡卓妍以枪

指向刘青云配以“善恶的博弈不是一

枪定音”，这样的画面和辞藻多少有些

发人深省。许多看似简单的选择，实

则需要更多的思考，更精准的判断。

不过更多的解释还是有待看过电影后

才能确认。 （杜思梦）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庆祝香港
回归25周年特别节目“在一起”开播

编者按：由中国和印度合拍的动作爱情电影《龙

女孩》将于 7月 15日登陆国内大银幕。值得一提的

是，该片由赵军、吴鹤沪、高军三位被誉为中国电影

发行界“三剑客”的资深电影发行人助力宣传推广，

而三人之中的赵军先生因病不幸于 2022年初逝世，

此文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

《龙女孩》将迎来“世界女性日”

青年导演短片创作聚焦新世代成长

B站《大世界扭蛋机》持续升温

《七人乐队》发布单元预告

许鞍华谭家明聚焦时代情感

《神探大战》人物关系海报暗藏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