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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为国而歌》

电影以人民音乐家聂耳成长并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为主线，讲述了

一群心系祖国命运的文化英雄，用热

血谱写出中华民族最强音《义勇军进

行曲》的故事。

上映日期：9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青山/白海滨

编剧：青山

主演：王雷/古力娜扎/海一天/李

宗翰

出品方：云南厂/安徽电影集团/

彩云之南/冬兴影视

发行方：国影从横

《江南》

清末的上海，一个顽皮的弄堂少

年阿榔阴差阳错进入江南制造局成

为学徒，从而开始了他精彩的人生冒

险。在师父陈铁寒的谆谆教导下，阿

榔潜心学习机造技艺，逐渐成长为顶

尖机匠，面对敌方间谍的不断纠缠，

在自强不息与百折不挠中制造出了

重要的国产军械。

上映日期：9月27日

类型：动画

导演：吴晓刚

编剧：施玉燕

配音：李扬/周野芒/马洋/张琦

出品方：尚世影业/中船文化

发行方：尚世影业

《大话西游之成长的烦恼》

在遥远的神话年代，五岳山住着

一群以至尊宝为首的少年，他们团结

协作赶走了各种妖怪。为救出紫霞

和唐僧，至尊宝变身为齐天大圣打败

了牛魔王。从此告别了快乐的生活，

负起保护唐僧取经的责任，走上了艰

辛的取经之路。

上映日期：10月2日

类型：喜剧/儿童

导演：黄超

主演：顾文凯/彭馨乐/孟繁淼/李

璇琬儿

出品方：西安电影制片厂/博展

文化

发行方：西影电影频道/华夏

《美食大冒险之英雄烩》

传说世界诞生自女娲的后厨，五

味石赋予食物灵魂。影片讲述胸怀

英雄梦，但是武艺平平的“热血包子”

包强加入“面仙国”舰队抗击海盗，在

遭到海盗伏击后，不得不与赏金浪人

“冷面寿司”武藏一起开启了一段啼

笑皆非的冒险之旅。

上映日期：10月2日

类型：动画

导演：孙海鹏

编剧：孙海鹏/林惊雷/马华/罗浩

森/徐速

配音：杨光普照/孟宇/张喆/郭

政建

出品方：易动文化/京西文化

发行方：京西文化/微影友梦

《亲密旅行》

网约车司机沈童收到从北京去

济南的订单，下单者居然是一个小男

孩。两人一路上遭遇各种意外，情感

逐渐加深。

上映日期：10月3日

类型：喜剧

导演：沙溢

编剧：巢琳/王敏

主演：沙溢/安吉/姚晨/赵子琪

出品方：中影

发行方：中影

《你好现任》

儒雅多金的大叔朝乾和深爱自

己却又深陷“疑心病漩涡”的妻子梅

梅正处于婚姻的“更年期阶段”。刚

毕业的芊儿为了成名，不得不抛弃自

己的草根男友严亮，转而接受朝乾的

造星计划。一个颜值已逝却依然善

良的妻子，一个愿意为博爱人一笑而

倾其所有的草根男友，两对恋人都面

临最终的选择。

上映日期：10月4日

类型：爱情

导演：李长欣

编剧：李长欣

主演：翁虹/冯雷/温心/万国鹏

出品方：中亿影像

发行方：博视众和

《疯狂斗牛场》

故事起始于九死一生的斗兽场，

公牛与人在斗兽场上的殊死搏斗，不

仅仅是简单的比赛，更是公牛家族为

争取平等生存环境的最后抗争。

上映日期：10月3日

类型：动画/奇幻

导演：黄军

编剧：黄军

主演：凌云/唐小喜/张鸽/辛明

出品方：鸣达鑫雨科技/中影/中

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

发行方：中影

《大陈岛誓言》

1956年，在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

立过战功的复转军人向云同以及舒

云等200多名垦荒队员在大陈岛开始

了艰难的垦荒事业。他们用自己的

双手、激情和热血经过寒冷、狂风、巨

浪以及生死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战胜

了妄图破坏大陈岛建设的国民党实

施“金刚计划”的特工，在逐渐将原本

一片荒芜的大陈岛逐渐建设成丰茂

之地的同时磨炼了意志、收获了爱

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上映日期：9月23日

类型：历史

导演：陈华杰

编剧：丁爱敏/盖秋文

主演：张笑君/李若嘉/谢芳/陶玉玲

出品方：五村联合控股

发行方：星光影视

《雪人奇缘》（中/美）

来自繁华城市的小艺意外在屋

顶发现传说中的雪人大毛，决定与

小伙伴阿俊、鹏鹏一起横穿祖国

3000 公里护送雪人大毛回到家乡珠

穆朗玛峰。

上映日期：10月1日

类型：动画/冒险

导演：吉尔·卡尔顿,托德·维尔德曼

编剧：威廉姆·戴维斯

配音：汪可盈/莎拉·保罗森/周采

芹/张子枫

出品方：梦工场/东方梦工厂/聚

合影联/众明优影/名赫投资

发行方：聚合影联

《丑娃娃》（中/美）

讲述丑娃娃们探索未知世界寻

找真正自我的冒险之旅的故事。生

活在丑娃镇上的丑娃娃们前往一个

叫完美学院的地方探险，那里的娃娃

们都精致漂亮，会在毕业前接受训

练，然后被送到真实世界里成为孩子

们心爱的玩具。小希要和小伙伴们

在那里接受训练变身完美娃娃。

上映日期：10月4日

类型：喜剧/动画

导演：凯利·阿斯博瑞

编 剧 ：大 卫·霍 瓦 特/金 鲜 珉/

Alison Peck/埃丽卡·里维诺亚/王安安

主演：凯莉·克拉森/加奈儿·梦

奈/尼克·乔纳斯

出品方：华夏/阿里影业/胜图娱乐

发行方：阿里影业

本报讯 国产动画电影《疯狂斗

牛场》即将在 10 月 3 日登陆全国院

线。影片以“人和动物要和谐相处”

为主题，讲述了公牛为争取平等的

生存环境，与人类在斗兽场上殊死

搏杀的故事。除了公牛与人类的争

锋相对，影片还描绘了整个地球动

物界的奋起反抗，恢宏壮观的场面、

跌宕起伏的转折和引人深思的寓

意。

《疯狂斗牛场》此前已入围“新光

奖”最佳动画长片奖，由陕西鸣达鑫

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影片制作横跨中国、新西

兰，耗费三年心血，在画面、人物塑

造、美术设计等方面精益求精。

据悉，无论是数以万计的公牛

形象，还是声势浩大的战斗场面，影

片都力图达到真实震撼的效果。主

创们在前期筹备中，精细地刻画每

个动物角色，细致入微到每一根毛

发，都是为了让每个角色的形态动

作与性格无缝契合，以便给观众制

造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

（林琳）

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集团、东方

影业、猫眼影业出品，甄子丹监制并

主演，叶伟信导演，袁和平担任动作

导演，黄百鸣监制的电影《叶问 4》日

前宣布 12 月 20 日全国上映，并曝光

了两张风格迥异的定档海报。一张

是甄子丹只身打进美国军营的背影，

满满都是坚定和无畏；另一张是甄子

丹两鬓斑白的侧脸，但眼神坚毅凌

厉，似乎透露着叶问对这场生死之战

志在必得。

在定档海报中，甄子丹扮演的叶

问独闯军营，气定神闲、从容不迫，与

来势汹汹、体型彪悍的美国海军陆战

队形成鲜明对比，大战一触即发。

据悉，作为“叶问系列”的终结

篇，《叶问 4》集中讲述了叶师傅在美

国的一段经历，徒弟李小龙在美国开

武馆，得罪了当地的洋人，面对洋人

的挑衅，以及当地愈加严重的种族歧

视，叶问指导李小龙，并再次站出来，

用中国功夫来捍卫民族的尊严。这

一次，海报上的六个字，又刚又硬的

代表了我们的态度，谈，可以；打，

奉陪！

回首《叶问》系列，从以一敌十痛

击日军、和洋人拳王的荣辱之战，再

到和泰森的巅峰对决……这十年来，

叶问始终不忘学武初心，面对欺辱也

是绝不低头。

“叶问陪伴了不少观众成长，也

陪着我成长，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

种精神，一份尊严”，甄子丹在接受访

问时提到，希望在《叶问4》里，能让世

界都看到中国骨气。

（木夕）

本报讯 由东方梦工厂携手美国

梦工场动画共同打造的动画电影《雪

人奇缘》日前发布“有爱同行”终极预

告及海报，揭晓了三位中国少年与魔

力雪人大毛更多的奇妙冒险经历之

余，更进一步传达出成长和家庭主题，

让观众不仅获得视听享受和欢乐体

验，同时也感受到温暖的情感触动。

值得一提的是，张子枫、陈飞宇、万茜、

蔡明呈现的精彩声音表演。影片已定

于 9月 27日在北美上映，并将于 10月

1日全国上映。

《雪人奇缘》讲述了来自繁华城市

的小艺意外在屋顶发现传说中的雪人

大毛，决定与小伙伴阿俊、鹏鹏一起横

穿祖国3000公里护送雪人大毛回到家

乡珠穆朗玛峰的故事。此次发布的

“有爱同行”终极预告展现了他们惊险

刺激的冒险旅程。

同期发布的终极海报则直观呈现

了雪人大毛的回家路。电影此前亮相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惊艳众多海外媒体

与观众，被盛赞“让中国美丽的山水在

这场奇幻冒险中显得立体”，相信国内

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这些熟悉的祖国

风光时，会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

美妙体验。

（木夕）

本报讯“他来了，他来了，网红

博主威尔·史密斯又来了！”近日，

“鬼才”威尔·史密斯发布了一支小

短片宣传自己即将上映的新片《双

子杀手》。一向热衷搞笑小视频的

他，这次风格依旧，竟然变出了三

个“威尔·史密斯”轮番和自己抢话

“安利”电影，四个自己互怼不停，

逗笑了不少网友。自诩李安粉丝

的威尔，更特意强调这是自己和李

安梦寐以求的一次合作，“巨星”一

秒变“迷弟”脸，很是可爱。

不得不说的是，化身宣传小能

手的威尔·史密斯，这支创意视频

拍得十分用心，四个自己同框PK，

和新片《双子杀手》的设定不谋而

合。原来在电影中，威尔·史密斯

饰演的老牌特工就意外被年轻的

自己追杀，上演了一场“我和我”的

周旋。据悉，电影《双子杀手》将于

10月 11日北美上映，10月 18日全

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宁浩监制，申奥导演，大

鹏、柳岩、张子贤主演的电影《受益

人》日前曝光定档预告与“幻灭版”概

念海报，宣布将于 11 月 8 日全国上

映。作为宁浩领衔的“坏猴子 72 变

电影计划”推出的又一现实题材力

作，《受益人》选择了一个颇为吸睛的

故事——围绕着一张待签字的保险

单，大鹏饰演的代驾司机吴海与柳岩

饰演的网络主播岳淼淼陷进了一场

金钱与情感纠葛的骗局。监制宁浩

携手新人导演申奥以新视角、新故事

再度切入现实题材与底层小人物故

事，电影《受益人》一定档便以首支极

具风格化的预告先声夺人。

《受益人》以“幻灭版”概念海报

和一支风格强烈的定档预告宣布定

档11月8日。现实主题、本土故事是

宁浩与坏猴子作品不变的母题，宁浩

监制的《受益人》持续着对这一类型、

故事的开掘，把目光聚焦在了一场颇

具话题性的骗局上。《受益人》的首支

预告以一场色相纷乱的婚礼启程，电

影的主要故事线在节奏感极强的配乐

与大鹏“结婚、签字、出轨、意外”无限

循环的“鬼畜”念白中快速展现——吴

海（大鹏 饰）为了给罹患哮喘的 6岁

儿子治病，在好朋友钟振江（张子贤

饰）的怂恿下，刻意结识了同样来自

草根的网络女主播岳淼淼（柳岩

饰），决心酝酿一场别有用心的婚姻

骗局……一张保险单成为关键，淼淼

签字，保单生效；淼淼出事，吴海就成

了保单的“受益人”。爱情与谎言的

对峙也成为这场骗局的驱动。借着

“代驾司机”、“网红主播”的角色身

份，《受益人》透过荒谬的骗局，包裹

着几个底层小人物可怜而虚弱的生

活真相，彰显着生活的不易、人性的

荒诞。导演申奥用“结婚、签字、出

轨、意外”这道四角难题布下了一张

巨大的诱惑之网，不知道哪一根弦会

牵动大海和淼淼，让他们陷入其中。

大鹏与柳岩诠释的新角色大海与淼

淼既继承了他们的特质——来源于

小人物，诠释小人物，这对老搭档又

与宁浩和申奥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

应，在电影中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

的状态。

（木夕）

本报讯 据第24届釜山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官方消息，电影《少年与海》

入围 2019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

单元，该片由青年导演孙傲谦执导，

于坤杰、李蔓瑄、孙心福、兰海主演。

《少年与海》讲述 11岁的男孩于小杰

为了完成学校作业，渴望购买一本

《海洋百科》，他想尽一切办法仍苦苦

不得，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片方日前宣布影片将在釜山电影节

期间举行全球首映。

《少年与海》此次曝光的概念海报

以绘图的形式描绘了带有超现实色彩

的一幕：少年以纯洁的姿态走向海洋，

海洋的神秘莫测以及云海交织的壮丽

景象令“海”的意象愈发丰富，少年踏

入社会的影片主题也在海报中透露

出来。该片是导演孙傲谦的长片处

女作，首次拍摄长片，孙傲谦回到家

乡辽宁营口进行拍摄，并大胆启用只

有 14岁的素人演员于坤杰作为影片

男主角，同时也在当地寻找大量素人

出演影片。此外，影片还吸引到东申

未来旗下的新人李蔓瑄出演女主角，

而这也是她首次出演影视作品，从导

演到演员，可谓全处女作阵容。据悉，

导演孙傲谦将与李蔓瑄在釜山电影节

期间参加影片全球首映、映后见面等

活动。 （木夕）

本报讯 由沙溢执导，安吉、沙溢

领衔主演，姚晨、赵子琪、朱锐、许龄

月、刘欢、胡可、小鱼儿特邀主演的电

影《亲密旅行》日前公布了“陪你长

大”版角色海报。

角色海报中，沈童、男男玩起了

角色互换。安吉饰演的男男，化身背

带上的小配饰浅笑吟吟，被沈童背在

离心脏最近的地方；沙溢饰演的沈童

变“小”了，被装进了男男的书包里，

探头大喊表情欢脱。

对于这部导演处女作，沙溢表达

了对安吉演技和努力的肯定。电影

中的童童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宠

物狗伽利略，和狗狗之间感情很深

厚，但据沙溢爆料，现实生活中的安

吉其实是怕狗的。但是为了配合爸

爸的电影，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

众，私下里安吉做了很多努力，去克

服这些恐惧。

沙溢说，“看到安吉明明很害怕，

却要努力让自己不害怕的样子，我其

实是很心痛的”，但因为自己另一个

身份是电影的导演，只能高标准、严

要求。

据悉，影片将于10月3日全国上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神话史诗电影《封

神三部曲》公布首批主演阵容。黄

渤、费翔、李雪健、夏雨及新人演员于

适、海亮，在片中分别饰演姜子牙、商

王殷寿、西伯侯姬昌、申公豹、姬发、

殷郊，共同演绎中国经典神话故事。

《封神三部曲》由乌尔善导演、杜扬担

任制片人。

《封神三部曲》取材于中国家喻

户晓的古典神魔小说名著《封神演

义》，讲述一场三千多年前人、仙、妖

之间恢宏磅礴的神话战争。此次发

布的角色海报延续《封神三部曲》一

贯的美学风格，以寓意“阴阳”的黑白

二色为基底，辅以古代“吉金”元素，

为封神故事中核心角色揭开神秘面

纱——黄渤饰姜子牙、费翔饰商王殷

寿、李雪健饰西伯侯姬昌、夏雨饰申

公豹、于适饰姬发、海亮饰殷郊。

此次公布的演员阵容由表演艺

术家和新人演员共同组成，黄渤、费

翔、李雪健、夏雨等实力演员在片中

将用精湛演技重塑经典人物，两位

新演员的独特精神面貌亦带来耳目

一新的感受。据悉，两张全新面孔

来自《封神三部曲》独创的封神演艺

训练营，历经长达 24 周针对角色的

严格训练，初次亮相已展露商周勇

士气概。

电影《封神三部曲》由乌尔善执

导，宋歌任出品人、杜扬担任制片人，

北京文化投资、长生天影业联合投资

与承制，预计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连续三年上映，第一部将于 2020
年暑期登陆大银幕。 （杜思梦）

宁浩监制新片《受益人》定档11月8日 《亲密旅行》发角色海报
沙溢安吉上演“别样父子”

《少年与海》入围釜山电影节

《雪人奇缘》曝终极预告和海报

《封神三部曲》公布演员阵容
黄渤费翔李雪健重塑经典神话

《叶问4》12月20日公映

国产动画《疯狂斗牛场》定档国庆

威尔·史密斯
“安利”新片
《双子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