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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1日，由张子枫、

姜潮、宋威龙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

《岁月忽已暮》，在金鸡百花电影节

上举办新闻发布会。此次《岁月忽

已暮》入选了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国产新片展。影片总制片人

孙晶晶，制片人王怡卿、汤博晖，主

演姜潮、特别出演徐海乔出席发布

会，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岁月忽已

暮》首款预告。

影片改编自绿亦歌首部青春题

材同名小说，由实力派青年演员张子

枫、姜潮、宋威龙主演，讲述了“学霸”

之间在留学时发生的种种让人温暖

和流泪的故事。该片立足当下留学

热点，以留学生的情感生活为主要题

材，拥有着引人共鸣的青春魅力。

发布会上，影片曝光了首款预

告。影片大部分在英国取景，伦敦

眼、千禧桥等地标、具有英伦风情的

街道、充满青春气息的毕业舞会。

留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在此上

演，这其中有甜蜜、守护和等待，也

有争执、误会和错过。

“有人陪你抵挡流年，你就不会

觉得时间太匆忙。”这部电影反映的

是留学生真实的青春和生活，是一

本献给留学生的青春日记。谈到这

部影片创作的初衷，总制片人孙晶

晶说：“这部影片主要传达的其实是

好好学习，就是为了和喜欢的人在

一起，并肩而立”。相信这部电影一

定会引起留学生们的共鸣，也能让

更多的年轻人在里面获得温暖、积

极的力量。

据悉，《岁月忽已暮》将于 2020
年初上映。

（姬政鹏）

《岁月忽已暮》亮相金鸡百花电影节
留学生青春题材引人共鸣

本报讯 日前，第28届中国金鸡

百花奖闭幕。淘票票成为本届金鸡

奖展映单元唯一线上指定售票平

台。11 月 20 日，第 28 届中国金鸡

百花奖中国新时代电影投资与发展

论坛上，阿里文娱电影业务负责人、

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

李捷深度解读了新技术对当前电影

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未来

中国电影的驱动力和增量做出了预

测和展望。

李捷认为，每一个行业都会经

历新技术、新科技带来的变化。目

前电影行业的增速放缓，和曾经电

视对电影曾经带来的冲击类似。面

对目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娱乐体验

的挑战，李捷表示，全行业应当一起

去积极应对。

相比于国外，中国电影市场的

一个特点是档期效应很明显，春节

档、贺岁档、暑期档、国庆档常常集

中产出爆款。李捷引用淘票票数据

表示，2019年春节时期淘票票平台

上的访问高峰是近4000万，当天日

票房达到 14.49亿。这个惊人的数

据，显示出了中国观众极大的观影

热情。

同时李捷分析，目前电影市场

虽然增速放缓，但是爆款的体量越

来越大，热门档期里，大体量的电影

票房能够达到二三十亿，头部效应

越来越明显。此外，相比国外，中国

的购票线上化率高达 85%以上，而

美国只有不到 40%，这是新技术驱

动中国电影依然保持相对更高增速

的原因。

在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电影产

业方面，李捷表示，目前影业内部对

区块链有很多讨论，也在积极尝

试。阿里影业最新创作的电影《野

马分鬃》，在剧本阶段与 singluar tv
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以区块链代币

的形式预售了影片海外视频Either
Vision 的优先放映权，而且是全球

遴选项目中，中国大陆区唯一入选

的项目。李捷认为，任何新的技术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业务场景，那它

只是一个技术。需要一些创新者把

技术落地到真实的业务场景中去解

决问题，这个需要全行业，尤其是互

联网影视公司共同努力去实现。

李捷认为，未来中国电影真正

的驱动力，依然是内容。

“今天为什么阿里巴巴依然选

择做电影，是因为电影有无以伦比

的影响力。我们在计算电影的经济

效益的时候，没有涵盖电影为社会、

为相关经济体带来的巨大效益。”李

捷表示。

李捷介绍，阿里影业的目标，一

是在影视行业的各个环节打造新基

础设施，在各个领域做技术平台，提

高电影从业者的工作效率；二是与最

优质的电影公司形成长期的战略合

作。本次前来参加金鸡百花奖活动，

李捷同时推介了阿里影业参与出品

发行的三部电影：冯小刚导演的爱情

片《只有芸知道》、徐峥监制的《宠

爱》、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女排》。

“在现有的影视行业环境下，有

长期耐心的平台公司对电影行业的

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李捷说。

（赵丽）

《两只老虎》

缺心眼劫匪遭遇精于算计的人质，

不仅人财两空，反而成为了人质的“人

质”，马首是瞻，上演一出绑匪为人质跑

腿的荒诞喜剧。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李非

编剧：李非/李心

主演：葛优/赵薇/乔杉/范伟

出品方：英皇/光线传媒/普林塞斯/

华视娱乐/麦特/刚坚文化/析微影视/时代

三和/衫天影视/猫眼微影/善为影业

发行方：光线传媒/华夏

《一生有你2019》

单身的工科男欧洋邂逅文艺女校花

方瑶，为了毕业前脱单，欧洋阴差阳错地

学起了吉他，伙同损友们上演了一出“音

乐求爱”的大戏，于是一段充满欢笑眼

泪，热血而又遗憾的初恋开始了。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爱情/青春

导演：卢庚戌

编剧：丛洋/王九苓/董润年

主演：徐娇/谢彬彬/晏紫东/黄婷婷

出品方：梦时光文化/朗行/春光有

情/壹生有你/新华先锋/德丰影业/昕美昕

文化/伯乐/娱人制造/华视娱乐/前海尚

云/翼宇影视/京玺影视/江海文体/洪悦影

视/新驰文化

发行方：恒业影业/华夏

《冰峰暴》

一位执着于过去的登山女子，临危

受命加入了“登山界的传奇者”带领的救

援队，前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

寻找雪崩源头。但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

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暗流涌动的

险恶人心。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动作/冒险

导演：余非

编剧：余非

主演：张静初/役所广司/林柏宏/维

克多·霍克

出品方：春秋时代/非映画/赛特世

纪/株式会社VAP/启泰/魔蜂娱乐/金彩世

界/蓝钻/精鹰传媒/从横影业/引利影业/

影聚天下/维盛成长/尚云影视/听雨影视/

华信博文

发行方：春秋时代/启泰/华夏

《平原上的夏洛克》

“超英”翻盖老房，“树河”前来帮忙做

饭，结果在买菜途中被撞昏迷，肇事司机

逃逸。“超英”陷入了矛盾：报警就不能走

医保报销了，如果找不到凶手，则需要承

担不菲的医疗费。不报警的话，凶手就要

逍遥法外，太窝囊了。两难之下，他做出

了一个荒诞的决定：先破案，再报警。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喜剧/悬疑

导演：徐磊

编剧：徐磊

主演：徐朝英/张占义/宿树河

出品方：北京文化/一怡以艺/匠紫文

化/耐飞/影拓星瀚/紫禁城/少年派/引力

影视/自由酷鲸/郭帆文化

发行方：问文化/万马星驰

《生命之轮》

公保东珠过着游牧生活，有两个爱

财如命的盗墓贼在公保东珠家的坟地上

发现了宝物，为了获得宝物,他俩不择手

段地蒙骗公保东珠,且破坏当地生态坏

境,公保东珠想尽办法坚守坟地上的宝物

和圣山河流，后来两个盗墓贼在坟地附

近炸矿的时候，因为疏忽自食其果，结果

两人都被炸死。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李加雅德

编剧：李加雅德

主演：格茸农布/杨青草

出品方：白塔艺术文化

发行方：冰糖橙影业

《大梦难忘》

讲述了乡镇干部和人大代表在改革

创新中，共同助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

高基层治理能力的同时，追求梦想、实现

成长的艰辛过程。

上映日期：11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谢政辉

编剧：刘先畅

主演：夏天/臧晋/张圣鹏/蒋昌义

出品方：久来文化/烁乐文化

发行方：心沂影视

《归去》

讲述了退休老人周老伯希望利用拆

迁款安度晚年，却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冲

突的故事。

上映日期：11月28日

类型：剧情

导演：颜雷

编剧：颜雷

主演：黄璐/李品夆/徐才根/李迎春

出品方：恩宇文化/兴诺影视/修玉文

化/艾新教育

发行方：全盛世纪/未来想象

《魔音谷》

张亮与钱坤这两位在大都市生活失

意的主人公,无意之中打破了假的古董花

瓶,并得到了一张“藏宝图”,因缘际会地

踏上了一场荒诞的公路历险旅程。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剧情

导演：林智辉

主演：王嘉/李宁/任云杰/杨叙辰

出品方：高蒙文化/天翼影视/星艺文体

发行方：皇家影视

《天池水怪》

相传古老的长白山深处有一颗千年

人参，而这颗人参则被天上的参宿星群

守护着，在这颗千年人参的下面则镇压

着一只水怪，长白山脚下的神秘部落也

因为这颗千年人参的守护而一直过着安

稳，祥和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突然之间

星光黯淡，灾难降临，邪恶重返人间，神

秘部落里的人们能否平安渡过此劫？勇

士们能否化险为夷，保卫自己的家园。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动画

导演：朱东贤

编剧：朱东贤

主演：丁传慧/华兰香/黄 设来/江俊敏

出品方：天艺兄弟动漫

发行方：影咖文化传媒

《利刃出鞘》（美）

富商哈兰·斯伦比在自己 85 岁生日

的第二天，被发现在自家庄园割喉身

亡。久誉盛名的大侦探布兰克突然造

访，和死者家人一一对谈。当大家都认

为此案排除他杀可能的时候，带着调查

事件真相态度的布兰克发现此事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简单，而且随着调查不断深

入，真相一发而不可收拾。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悬疑

导演：莱恩·约翰逊

编剧：莱恩·约翰逊

主演：丹尼尔·克雷格/克里斯·埃文

斯/迈克尔·珊农

出品方：美国媒权资本

发行方：中影

《衣柜里的冒险王》（法国/印度）

靠骗取游客钱财为生的印度街头小

混混阿贾，一直努力攒钱想带母亲去巴

黎，可惜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便去世

了。于是，身上只有100欧元的阿贾带着

母亲的骨灰踏上巴黎穷游之旅。为了省

去住宿费阿贾藏在宜家的衣柜里，不料

阴差阳错被运到世界各地。

上映日期：11月29日

类型：喜剧/爱情/冒险

导演：肯·斯科特

编剧：卢克·博西/乔恩·戈德曼/罗

曼·普罗托拉斯/肯·斯科特

主演：丹努什/贝热尼丝·贝乔/艾琳·
莫里亚蒂

出品方：法国布里奥影业/法国出发

吧电影公司

发行方：华夏

◎ 映画

淘票票助力金鸡奖展映单元
李捷：拥抱新科技，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本报讯 11月 22日，徐峥“囧系

列”最新力作，亦是其首度入驻春节

档的电影《囧妈》，在中国电影金鸡

奖期间，首次举行发布会亮相。

发布会以“我与妈妈二三事”主

题脱口秀方式展开，呼应出对经典

喜剧风格的致敬。导演兼主演徐

峥，联合脱口秀演员思文、呼兰、梁

海源、王颖悉数亮相，化身“妈学”专

家，契合《囧妈》电影主题，热络分享

自己与妈妈相处心得，笑料十足，妻

子陶虹亦惊喜现身，于欢笑中为徐

峥助阵。更有黄渤、雷佳音、李诞、

杨迪、姜思达、卡姆通过 VCR 方式

加入话题讨论。脱口秀后，徐峥颇

有悬念地道出：“这就是我电影要讲

的故事。”

脱口秀现场，徐峥还透露，如同

每对传统的中国式母子，都有着“青

春期”与“更年期”的针锋相对，即使

是年近中年的自己，也曾面临着与妈

妈一碰面就发生“灵魂争吵”的情况。

《囧妈》由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真乐道文化出品，真乐道文化制

作，影片将于2020年大年初一全国

公映。 （杜思梦 姬政鹏）

本报讯 11月 22日晚，电影《南

方车站的聚会》在厦门举办金鸡百

花特别放映活动，导演刁亦男与主

演胡歌出席映后互动。此番放映也

是该影片距戛纳全球首映半年之后

首次与国内观众相见。

《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由胡歌

饰演的主人公周泽农所呈现的人性

与命运也引发观众热议，对于这样

一个在逃亡中绽放生命亮色的悲剧

性人物，胡歌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这个角色五年没有回家，他觉得给

不到老婆孩子好的生活。我想象他

是对人生没有希望的人，生活在边

缘底层，直到他知道自己的命值三

十万的时候，才给了他新的支撑。”

当晚，导演曹保平也到场助力，

与刁亦男关于类型片创作进行对

谈。曹保平表示：“片中有一些像是

闲笔，比如小偷大会，很紧凑。还有

后边的野鹅塘、家属楼、动物园。很

多场都用了非常多的、奢侈的拍

摄。”刁亦男也对影片主旨进行了解

读：“希望大家达到一种新体验，一

个男人在最后一刻完成人生救赎，

女性获得胜利，而男人也承担起对

生命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

据悉，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将于12月6日全国院线公映。

（杜思梦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0 日，由薛晓路

执导，雷佳音、汤唯领衔主演的电影

《吹哨人》在第 28 届金鸡百花电影

节举行了一场“险象环生”的发布

会，并于当晚举办了特别首映。

发布会上，薛晓路走心分享了

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理解：“这个电

影背负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身上，

我们把电影聚焦在这群人身上，讲

这个故事既希望大家看到他们的勇

气，也看到我们创作这部电影的诚

意。”她表示自己不想拍一个英雄，

只想拍普通人的故事，因为马珂可

能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也

会有害怕有担忧，但是在私利和公

德面前，仍旧做出抉择，勇敢地挺身

而出。

几位明星好友也组成“亲友团”

现身观影，姚晨表示“质感太棒，超

出预期”，梁静表示一直沉浸其中并

现场逗趣“表白”雷佳音，祖峰“主人

公做出了抉择、相信了良知，让我非

常震动”的感叹引发现场阵阵掌

声。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艺术家卢

燕也莅临现场，称赞“为中国有这么

好的电影而骄傲”。

《吹哨人》将于12月6日全国上

映。 （杜思梦 姬政鹏）

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东方影业、猫眼

影业出品，叶伟信导演并监制，甄子丹主

演并监制，袁和平担任动作导演，黄百鸣

担任总监制的电影《叶问 4》日前曝光了

一组“对决”版海报，分别定格了甄子丹

与吴樾、斯科特·阿金斯、高战燃情对打

的经典瞬间，甄子丹聚精会神、出拳果

断，一招一式尽显功夫魅力。在“金牌武

指”袁和平的精心安排下，影片不但用拳

拳到肉的实战呈现真实感，而且在动作

设计上做了诸多创新，全力让观众体验

到最刺激的打斗场面。

唐人街是电影中的重要场景，细节

见真章，60年代的美国唐人街与现在的

美国唐人街有很大不同，为了打造有时

代气息的场景，《叶问4》特地重新搭建了

具有年代感的唐人街街景，红灯笼、横

幅、霓虹灯牌，每一个道具都准备到位，

将观众拉回到那个年代。

《叶问4》由上海博纳文化传媒、东方

影业出品，将于12月20日在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电影《唐人街探案3》日
前亮相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并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亚洲

侦探联盟大会”。陈思诚导演率中

日泰三国侦探代表王宝强、刘昊然、

妻夫木聪、托尼贾、尚语贤、邱泽一

齐亮相。

《唐探》系列喜剧加探案的类

型，一直深受观众喜爱。此次来到

东京，陈思诚坦言会延续唐探的喜

剧风格，但案件更加“烧脑”。刘昊

然还在现场透露，“大家关心的秦风

黑化问题，电影《唐探2》已经给了大

家一点点想象空间，在这一部中秦

风也开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前

挖的坑都会填上。”令人充满期待。

电影《唐探 3》不仅演员阵容更

国际化，在制作上也全面升级。是

全 球 第 四 部 全 程 使 用 ALEXA
IMAX 摄影机拍摄的电影，剧组集

结了多部 IMAX摄影机同时进行摄

制。陈思诚表示，东京是一个国际

化、信息量非常丰富的大都市，因

此特别适合取景范围更宽广的

IMAX摄影机。他也透露，为此，电

影《唐探 3》群演的人数就用到了

上万人。

《唐人街探案 3》由万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将于2020大年初一上映。

（木夕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电影《宠爱》在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了

发布会。监制徐峥，总制片人刘瑞

芳，导演杨子与众主演亮相。

《宠爱》是徐峥和杨子的第一次

合作，对于这位青年导演，徐峥称赞

有加，更是给出了“让人特别放心”的

超高评价。徐峥表示：“我自己做过

导演，我相信没有一个导演的上心程

度会超过他。光是剧本来来回回抠

了好久，导演好几次改到崩溃。”

日前吴磊、张子枫版预告片让

很多人看得心里暖暖的。第一次演

盲人的吴磊，因为太入戏，还有了

“后遗症”，透露自己一度不能适应

眼睛有焦点，甚至拍摄失明前的戏，

还习惯性的进入盲人状态。

电影《宠爱》由真乐道文化、海

润影业联合出品，将于12月31日全

国上映。 （木夕 姬政鹏）

《唐人街探案3》助阵金鸡百花电影节

徐峥监制《宠爱》发布会送惊喜告白

《囧妈》脱口秀笑谈妈妈
徐峥拍“囧式合家欢”

《南方车站的聚会》国内首映
胡歌坦言入戏艰难

《吹哨人》聚焦普通人故事获赞

《叶问4》发“对决”版海报

徐峥率主创亮相

刁亦男（左一）、胡歌与观众映后交流

主创亮相电影节

影片主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