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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保持沉默》

万文芳在香港演出遭人刺杀，

经调查发现，嫌犯是名年轻男子。

律师沈一萍接手这个案子准备开

始调查，然而在查案的过程中，其

发现担任该案检控官的正是自己

的昔日恋人吴正为。同时，沈一萍

在深入调查中发现这起案件疑点

重重，于是她来到男孩家中寻求真

相，由此开始陷入一系列凶手制造

的麻烦中。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悬疑

导演：周可

编剧：周可

主演：周迅/吴镇宇/祖峰

出品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讯光年文化/光线/中汇影视

发行方：光线

《侠路相逢》

二十年前，刑警蒋汉在抓捕文

物犯罪团伙时与秦晋爆发激烈枪

战，警察损失残重，秦晋全身而

逃。二十年后，种种机缘巧合，蒋

汉与秦晋再度相逢，一场跨越二十

年的江湖大逃杀就此上演。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悬疑/动作

导演：邵亚峰

编剧：邵亚峰

主演：姜武/邵兵/姚娆

出品方：艺眸文化/幻尘文化

发行方：幻尘文化/艺眸文化

《呼伦贝尔城》

由于大清国西北边塞屡遭匪

患挑衅，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派出

索伦部将士奔赴陕甘北部补营，彻

底消灭匪患，安抚边民……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涂们

编剧：涂们/伊力琦

主演：萨仁高娃/阿尔德那/阿

茹娜/余忠

出品方：维纳圣泉旅游/众妙娱

乐/阿尔格勒

发行方：创世星国际影

《昆虫总动员2》（中/法）

仗义友善的瓢虫父子 Cox 和

Junior为帮好友黑蚂蚁Mandible逃

脱红蚂蚁的堵截，不幸从冰天雪地

的法国流落至夏日炎炎的南美加

勒比。他们用自己的勇敢、机智逃

脱了热带雨林里螳螂及蜘蛛的魔

爪，并结识了当地瓢虫，与毛毛虫

共同协力赶走了入侵他们家园的

人类。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动画

导演：海琳·吉罗/托马斯·绍博

编剧：海琳·吉罗/托马斯·绍博

配音：布鲁诺·萨拉曼/蒂埃里·
弗雷蒙

出品方：天生之道文化/福图里

康/法国电视三台/商舟传媒

发行方：中影

《猎袭》

2018年鹏城县一次考古发掘，

出土了王莽宝藏图，国际涉黑集团

老大隐狼为争夺开启宝藏的三把

钥匙与老董两方接连碰撞，去深圳

寻亲的留守儿童大龙、陈宝和小胖

三个孩子卷入漩涡，成为隐狼与老

董争斗的核心。以刘栋梁、何晓锋

为代表的警方开展“猎袭”行动，亲

情的碰撞、欲望的交织，在激烈的

战斗之后，罪恶被正义猎袭，当一

切平息后，一场更大的阴谋却将猎

袭而来……

上映日期：8月22日

类型：剧情

导演：刘艳杰

编剧：方策/闫震宁

主演：李天烨/王亚为/闫震宁/

冯刚

出品方：叁鑫文化/沃田影业

发行方：悦彩影业/叁鑫文化

《到你身边》

8 岁女孩李婉冬为寻找爸爸，

独自来到了佛山，她凭一张照片认

错了在佛山打拼了几年的陈旺

东。陈旺东该如何面对这女儿，

李婉冬的亲生父亲又在何处，在

这文明之都大爱之城众多的爱心

人士与志愿者又将如何面对奇异

的亲情？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剧情

导演：徐帆

主演：高利虹/战月源/陈一凡

出品方：宏儒贤圣文化/皓骐影视

发行方：千朗文化

《风从塬上来》

企业家李军平在扶贫干部杨

小刚的帮助下回乡发展黑枸杞产

业，然而在回乡后却遇到一系列的

意外问题，在面对乡亲们的质疑、

资金链出现问题、果苗突发意外等

等情况，考验他将如何带领乡亲们

实现脱贫致富。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爱情

导演：徐鸿钧

编剧：路月明

主演：文江/孙逢苑/田瑞/李嘉珍

出品方：五谷源文化/大河传媒

发行方：东方稻田

《格桑花之爱在前行》

江若婷作为老师责任越来越

重，面临的考验也越发升级。她不

仅遇到老司机的不断骚扰，还有金

主爸爸提出的两难选择，老顽童郭

爷爷的多次整蛊，笨贼对善款的虎

视眈眈……象征幸福的格桑花能

否陪伴江老师度过重重难关呢？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喜剧

导演：姜大伟

编剧：于东东

主演：郑岚/修睿/赵亮/马德华

出品方：双子兄弟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美）

通过高科技进行了基因增强

的无政府主义者布里克斯顿控制

了一种可能永远改变人类命运的

不为人知的生化武器，并且还打败

了一位大胆优秀又特立独行的军

情六处特工。为了扳倒这个厉害

的敌人，美国外交安全局的忠诚特

工、身材魁梧的执法者霍布斯，以

及前英国军事特工精英、无法无天

的恶棍肖不得不联手。

上映日期：8月23日

类型：动作/冒险

导演：大卫·雷奇

编剧：克里斯·摩根/盖瑞·斯科

特·汤普森

主演：道恩·强森/杰森·斯坦森/

伊德里斯·艾尔巴/艾莎·冈萨雷斯

出品方：美国环球影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保持沉默》近日在北

京首映，导演周可及主创周迅、祖

峰、孙睿悉数亮相。发布会现场，

众主围绕电影所反映的原生家庭

等现实话题畅所欲言，引发热议。

《保持沉默》讲述了因一起弑

母大案，端木兰（周迅饰）为嫌疑人

吉米托马斯（孙睿饰）进行无罪辩

护的故事。童年被抛弃，在重重困

难中成长的孩子如何才能克服心

理阴影？悲剧背后，是触动人心而

又赤裸裸的社会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周迅此次在片

中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干练的女

强人律师端木兰，另一个是感伤忧

郁的歌手万文芳。为了使这两个

角色有所区分，周迅进行特效化

妆，并在说话、动作、神情上进行了

钻研与特别演绎，将两个长相相

似，性格截然相反的角色刻画得入

木三分。很多提前观影的观众纷

纷表示：“周迅不愧是周迅，这次演

技简直炸裂。”

《保持沉默》由周可执导，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迅光

年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山南光线影业

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8
月23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近日，为了将福建省

南平市原常务副市长、武夷新区原

党工委书记、政和县原县委书记，

感动中国 2017 年度人物廖俊波生

平事迹薪火相传，其同名电影《樵

夫·廖俊波》定档于 9月 6日全国公

映。

“如果一天有48小时该多好！”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廖俊波常说的一句话。廖俊波

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

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在任短

短四年时间，政和县山乡面貌发生

巨变，财政总收入、GDP、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等都实现

了极大的增长。2017年3月18日，

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主持召开

会议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因公殉

职，去世时年仅49岁。

时隔两年，与他生平有关的电

影《樵夫·廖俊波》也将来到银幕

前。影片通过年轻记者探寻廖俊

波微信名“樵夫”的由来，以及廖俊

波生前在邵武拿口镇、南平政和县

和武夷新区脱贫攻坚、为民解忧的

工作经历两条并行的线索展开叙

事，以平行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展

现了主人公廖俊波的大爱、永远的

微笑与他的初心和坚守，极具艺术

魅力与观赏价值。

《樵夫·廖俊波》的主创阵容强

大。影片总监制为八一电影制片

厂著名导演、曾执导过《大决战》、

《大转折》、《大进军》、《太行山上》

等电影巨作的韦廉，编剧顾问由曾

执笔《霸王别姬》、《图雅的婚事》等

经典影片的国家一级编剧芦苇担

任，还有“第六代”著名导演宁敬武

担任导演。

据悉，该片由福建电影制片厂

有限公司、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福建朱子

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世纪长龙

影视有限公司发行，北京通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宣传。

（任可）

本报讯 8 月 19 日，第三届 86358
电影短片交流周闭幕红毯和荣誉典礼

在贾樟柯艺术中心广场举办，颁出了

属于青年电影人的六项荣誉，也预示

着本届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的精彩

落幕。刘杰、王学兵、马修、阿郎、廖

希、程青松、丁建国、李玉刚、孙茜、吕

聿来、刘泽、唐永康、叶谦、麦子、吕星

辰、周佑恒、李宣等嘉宾踏上红毯，电

影史学家、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

马克·穆勒压轴出场，全场情绪被推向

高潮，各合作伙伴负责人及嘉宾也纷

纷红毯亮相。

作为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的重

要节目单元，今年“华语短片”节目单

元共收到报名作品 867 部，最终确定

14 部作品入选。在过去的一周时间

里，经过以刘杰导演为主席，包括王学

兵、马修、阿郎、廖希在内的评委会的

辛苦工作和是激烈讨论，最终评选出

本届 86358 电影短片交流周的“组委

会荣誉”和华语短片节目单元的“最佳

短片”、“评委会荣誉”、“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最佳摄影”五项荣誉。

最佳影片颁给了王子易导演的

《异类》,评审团荣誉表彰颁给了源根

导演的《大厨》, 最佳导演表彰颁给了

《苦水音乐》的导演张金帅、罗越，最佳

编剧表彰颁给了周易然导演的《归

途》，最佳摄影颁给了冀征宇导演、黄

紫英摄影的《野礁》，今年增设的“组委

会荣誉”，颁发给了李玉刚执导的第一

部电影短片《人约黄昏后》。此外，短

片周还分别进行了“电影的理性行动：

类型化与作者性”对话和以“导演的基

本功”公开课，与青年创作者展开交流

分享。

本届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由贾

樟柯艺术中心、山西传媒学院、山西贾

家庄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青年电影手册、山河故人家厨协

办，战略合作伙伴尼龙，合作伙伴芊

墨、点映秀共同支持，至今已举办两

届，也是山西贾家庄乡村旅游文化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

（姬政鹏）

以电影致敬勤政为民的公仆

《樵夫·廖俊波》定档9月6日

《保持沉默》首映
周迅一人分饰两角上演法庭辩护

本报讯 8月 16日全国上映的《全

职高手之巅峰荣耀》日前已上映 4天，

全国票房超 6700万元。作为首部“全

职”大电影，影片获得不少“全职”粉丝

好评，而在影片此前举行的首映礼现

场，电影文学监制及原著作者蝴蝶蓝

也首度公开笔名由来表白影片“特别

燃”，谈及少年时期的叶修则趣味表示

“他很早就面向社会，比较早熟”。

当日导演邓志巍、史涓生，配音演

员阿杰、边江、夏磊、张沛、刘康、锦鲤、

风袖、张思王之、文靖渊和荣耀推荐官

李鑫一等影片幕后“高手”齐聚首映礼

现场。

作为全职 IP 的第一部大银幕作

品，首映礼上众主创齐聚与粉丝畅谈

前传创作的幕后故事。蝴蝶蓝也首度

公开笔名来自网游 ID，谈及影片他本

人加以肯定：“这里是叶修和荣耀选手

梦开始的地方，通过电影让观众了解

他们是怎样成长到小说里的样子”。

“年少时代叶修是早熟的，很早就面向

社会，电影让大家看到早期的他是什

么状态，是怎样走向巅峰”的心得经由

蝴蝶蓝说出，也让观众更加体会到电

影中叶修的成长。

与“叶修”相伴多年的配音演员阿

杰聊起为前传叶修配音表示需要不断

揣摩年少时期叶修的声线，还要找到

少年意气风发的感觉。边江首次接触

苏沐秋，直言被他对游戏的挚爱感动

不已，同时还调侃“阿杰老师台词量

大”，道出配音演员不易。多年陪伴

“喻文州”的夏磊，此次为吴雪峰配音

笑侃“终于不用和叶修做对手了，只需

要专心致志在他身边。”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由阅文影

业、万达影视出品，哔哩哔哩、融创影

视、映景文化、猫片、彩色铅笔联合出

品。 （杜思梦）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首映
蝴蝶蓝首曝笔名由来

第三届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闭幕

本报讯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汇金

城店将于近日盛大开业，这是中影星

美 院 线 位 于 广 西 省 的 第 10 家 影

城。影城位于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昆

仑大道 15 号大嘉汇汇金城购物中

心 ，交通便利，业态丰富，与购物、

娱乐、健身、休闲、餐饮等完美的融

合。影城的开业也给该地区文娱生

活带来新气象。影城配置斥千万巨

资打造严格按照国际影城标准设

计，秉承国际影院的时尚风格装修

工业风、高雅大方。

影城拥有 7个豪华影厅可容纳 1
千余人同时观影。采用现代电影工

业最先进的激光放映设备及数码音

响，为电影爱好者们带来真正的极致

享受。其中有1个杜比全景声厅，2个

WANOS全景声厅，WANOS全景声有

128个声床声道，能表现128个声音对

象，可以深度结合影像内容提供三

维、准确的空间声像定位。这意味

着，观众仅通过听觉就能辨认画面中

各个元素的位置、轨迹和变化，犹如

身处电影场景之中。独特声学隔音

墙壁设计，最大限度地还原大片声

效。进口无缝式清晰全金属银幕和

超豪华座椅，国际流行的全方位、大

坡度、无遮挡式最佳观映视野设计，

为您提供质感非凡的视听盛宴享受！

高品质服务是影城核心服务理

念，我们集合了国内专业的影院服

务团队。从前台售票、电话订票、网

上购票一体化，提供全方位便捷购

票服务。尊崇的VIP机制，使您享受

到更实惠和更尊贵的服务。

（王冰璐）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汇金城店开业

本报讯 8 月最爆笑动画电影

《愤怒的小鸟 2》正在热映中，影片

截止目前累计票房突破 7800 万

元。影片上映后口碑强势，猫眼8.9
分、淘票票8.7分、大V推荐度87%、

豆瓣 7.2 分，在同档期上映的新片

中评分排名第一。《愤怒的小鸟 2》
的海外口碑也十分抢眼，在著名影

评网站“烂番茄”上收获了 76%的

新鲜度和 86%的爆米花指数，成为

“史上评分最高的游戏改编电

影”。日前，《愤怒的小鸟2》发布了

一支“垃圾攻坚战”宣传片，用方言

重新为影片画面配音，“垃圾隐形

喷雾”初曝光，让垃圾永久隐形，眼

不见为净，脑洞大开，充满了冷幽

默的笑点。

在“垃圾攻坚战”宣传片中，猪

岛和鸟岛一起在为“垃圾分类”的

工作做贡献，并且积极地普及科学

分类垃圾的相关知识。剧情中猪

鸟在无敌神鹰的家里举办秘密会

议商讨作战计划的画面，经过方言

再配音，变成了一场生动的“垃圾

分类”科学教育课。猪博士的秘密

实验室也变身成了“垃圾处理研究

室”，竟然也合情合理了起来，让人

忍俊不禁！

《愤怒的小鸟2》剧情也涉及到

了资源、环保等话题，主角们还加

入了“联合国”主办的环保行动，而

“垃圾攻坚战”宣传片用戏谑地冷

幽默手法，提倡和鼓励“垃圾分

类”，体现出了环保意识，紧扣住环

保主题，毫无违和感。

（木夕）

《愤怒的小鸟2》打响“垃圾攻坚战”

本报讯 近日，合家欢动画电影

《福星高照朱小八》发布王母和朱小八

说唱 Rap 互怼片段，引发亲子话题热

议。

身为“神仙”的朱小八拒绝服用难

吃的仙丹，一心想着能够换换口味，享

受人间美食，因此惹怒了王母娘娘。

于是，二人上演了一段Freestyle，王母

希望小八安心服用仙丹，克己复礼踏

实做神仙，而小八则要冲破束缚和常

规，拥有个性与自由。虽然二人句句

在理，但是小八在强势的王母娘娘面

前，还是以惨败告终。

王母和朱小八的这段Rap说唱节

奏明快，朗朗上口。西方的说唱方式

融合了中国传统京剧中的锣鼓，混合

押韵，将传统京剧与嘻哈说唱完美结

合，用全新的方式诠释了影片中的亲

子关系。有粉丝在微博中留言称：“超

好听，开口跪。”还有粉丝表示：“根正

苗红朱小八，每天都有新惊喜。”

朱小八和王母能否和好如初？9
月 13 日，在这阖家团圆的节日里，希

望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观看

这部合家欢精品国漫，度过一个愉快

的中秋节。

（易语）

《福星高照朱小八》发RAP片段

周可、周迅、祖峰、孙睿（从左至右）

本报讯 第 91 届奥斯卡金像奖获

奖影片《徒手攀岩》近日发布了 IMAX
版和中国巨幕版海报。电影将于 9月

6日在全国上映。

在 IMAX 版海报的画面中“世界

徒手攀岩第一人”亚历克斯·霍诺德悬

于酋长岩岩壁之上，全身发力向上攀

爬，挑战人类极限的精神意志呼之欲

出；而在中国巨幕版海报上，亚历克斯

立于悬崖之上面向广袤的群山，大片

的星空与辽阔的群山遥相呼应，一句

“向死而生、光芒万丈”则将亚历克斯

专注热爱、追求极致的挑战精神表露

无遗。 （影子）

本报讯 电影《一生只为一事

来》正式定档 9月 9日，这部由张亚

海导演，穆婷婷、谭凯、巩汉林主演

的电影，作为一部庆祝“新中国第

35个教师节”的献礼影片，根据“感

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支月英老师

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来，以商人董大

山的视角展开，讲述了支月英老师

驻守大山38年、为乡村教育奉献一

生的感人故事。 （影子）

《一生只为一事来》定档9月9日

本报讯 由程小东执导，改编自萧

鼎同名小说的电影《诛仙》，即将于中

秋档全国公映。该片由肖战、李沁、火

箭少女 101 孟美岐领衔主演，唐艺昕

特邀出演。

近日，片方发布碧瑶“酷帅女侠”

特辑，孟美岐首试打戏直言新鲜，为呈

现更完美画面负伤累累，却依然坚持

完成拍摄，戏里戏外都将小说中魔教

鬼王宗宗主之女身上的率性演绎的淋

漓尽致。

（影子）

《徒手攀岩》发中国巨幕版海报

《诛仙》发孟美岐“酷帅女侠”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