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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联4》霸占4月影市
3月内地影市回归平

淡，单月总票房为41.4亿，漫
威超级英雄电影《惊奇队长》
收获10亿票房，华语爱情片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成为
最大黑马，票房狂揽9.1亿，
光这两部影片的票房占比
就高达44.6%。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
显示，4月份一共有44部电影
将进入国内院线，其中最引
人瞩目的还是即将于4月5日
上映的DC超级英雄电影《雷
霆沙赞！》和4月24日领先北
美两天上映的漫威超级英
雄电影《复仇者联盟4》，DC
和漫威两家公司出品的电
影在月初与月末先后与中
国观众见面。“复联4”作为漫
威十年收官之作，加之上一
集留下的巨大悬念成为本
月最受期待的电影，有望创
造新的票房纪录。由于《复仇
者联盟4》的强势压制，导致
其后的五一长假几乎没有
重点影片敢于定档。

另外，引进的印度悬疑
片《调音师》和改编自东野圭
吾同名小说的《祈祷落幕时》
都有着不错的口碑，有望成
为小黑马。华语电影中，娄烨
执导、井柏然、宋佳等主演的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万玛
才旦导演的《撞死了一只
羊》，俞飞鸿主演的中日合拍
片《在乎你》等都是文艺气质
浓厚的作品，古天乐、郑嘉颖
等主演的《反贪风暴4》，张
震、倪妮、廖凡等主演的《雪
暴》则是商业类型片。如何从
众多影片中避免烂片，记者
前瞻4月影市，给您提供观影
线报。

■重头戏

《复仇者联盟4》

导演：安东尼·罗素、

乔·罗素

主演：布丽·拉尔森、小

罗伯特·唐尼、克里斯·海姆

斯沃斯

类型：动作、奇幻

上映日期：4月24日

北京时间3月29日，漫
威官方宣布《复仇者联盟4》
定档4月24日在中国内地上
映，早于北美两天，中国观众
终于不用被提前剧透了。
2018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3》以反派灭霸成功打响响
指，宇宙一半的生命消失为
结局，让很多影迷陷入悲伤
之中，在中国斩获23.9亿人
民币的票房，全球更是收获
20.45亿美元。作为漫威宇宙

“无限传奇”的终结篇，《复仇
者联盟4》终于要为这场战斗
画上一个句号了。在终结篇
中，将有两位女性角色加入

到这场战争中，分别是惊奇
队长和钢铁侠的女友小辣
椒。该片的电影时长更是破
天荒的达到了182分钟，成为
漫威电影宇宙中最长的超
级英雄大片。

《雷霆沙赞！》

导演：大卫·F·桑德伯格

主演：扎克瑞·莱维、马

克·斯特朗

类型：动作、奇幻

上映日期：4月5日

作为DC电影宇宙的第
7部作品，《雷霆沙赞！》在风
格上跳脱出DC电影的暗黑
风格，走上一条搞笑路线。从
预告片中，观众就会发现，这
个超级英雄极其不正经，甚
至有点中二傻萌。沙赞多数
时候是由一位名叫比利·巴
特森的14岁初中生持有，他
只需要大喊出“沙赞”这两个
字，天上马上就会降下一道
魔法闪电，将他瞬间变成沙
赞。沙赞的超能力来自6种古
神赋予的不同属性的能力，
分别是所罗门王的智慧、海
格力斯的力气、阿特拉斯的
耐力、宙斯的魔力、阿喀琉斯
的勇气以及赫尔墨斯的速
度。该片导演大卫·F·桑德伯
格之前多拍摄小成本恐怖
片，这部《雷霆沙赞！》预算也
仅有8000万美元，是DC投资
最低的一部超级英雄作品。
不过，凭借轻松幽默的风格，
该片有望取得不俗的票房
成绩。

■小语种

《调音师》

导演：斯里兰姆·拉格

万

主演：阿尤斯曼·库拉

纳、塔布、拉迪卡·艾普特

类型：悬疑、犯罪

上映日期：4月3日

该片改编自2010年法
国一部14分钟的同名高分悬
疑短片，保留了原作“一个假
扮盲人的钢琴调音师意外
成为一个凶案的目击证人”
的核心设定，在此基础上做
出了许多独特又突破脑洞
的大胆设想，扩充为一部139
分钟的长片。影片故事波折
惊奇，有50余处反转，是2018
年度IMDb评分最高的印度
影片，烂番茄新鲜度100%，
观众喜爱度93%。影片去年
在印度上映时，不仅以450万
美元的低成本收获1400万
美元的本土票房，还获得了
印度“奥斯卡奖”Filmfare的

“最佳影片”。该片4月上映，
正好承接了前段时间在国
内上映的西班牙悬疑片《海
市蜃楼》。

《祈祷落幕时》

导演：福泽克雄

主演：阿部宽、松岛菜

菜子

类型：剧情

上映日期：4月12日

本片根据日本推理小
说名家东野圭吾“新参者系
列”的同名原作改编，全系列
总共10部小说，截至2017年
10月累计发行量超过1200万
册。该片是这个人气悬疑系
列的电影版完结篇，影片以
亲情为主线，环环相扣，讲述
了一个沉重悲伤的故事，顺
带解开了主角的身世之谜，
后半段极其催泪。2018年1月
在日本公映时，蝉联日本双
周票房冠军，票房累积超过
15亿日元，目前豆瓣评分
8.2。片中主人公刑警加贺恭
一郎继续由阿部宽饰演，他
之前在电视剧《新参者》，剧
场版《红手指》《麒麟之翼》等
多部影视作品中出演过这
一角色，《祈祷落幕时》应该
是他最后一次饰演加贺恭
一郎。

■华语文艺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导演：娄烨

主演：井柏然、宋佳、马

思纯、秦昊

类型：悬疑、犯罪

上映日期：4月4日

在经历了两天的撤档
传闻之后，片方官宣影片还
是于4月4日如期上映，让观
众虚惊一场。该片于2016年
杀青，因各种原因耗时了两
年，娄烨称这是自己从影以
来最困难的一次创作，过程
很复杂，最终该片成为继
2003年的《紫蝴蝶》，2012年
的《浮城谜事》和2014年的
《推拿》之后，娄烨导演的第
四部国内公映的作品。电影
片名虽然为《风中有朵雨做
的云》，但同名歌曲并未在片
中出现，相反，王杰演唱的歌
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却反复

出现了几次。影片讲述了沿
海小城因一起住建委主任坠
楼命案引发出一连串扑朔迷
离的浮沉故事。电影呈现出
娄烨导演一贯的风格，晃动
的手持镜头和大特写，情欲
场面以及暴力犯罪元素，有
着复杂的人性关系。2018年，
该片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等4项大奖。2019年1
月22日，该片又入围第69届
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

《撞死了一只羊》

导演：万玛才旦

主演：金巴、更登彭措、

索朗旺姆

类型：剧情

上映日期：4月26日

该片改编自次仁罗布
短篇小说《杀手》和万玛才旦
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
讲述两个金巴在现实和梦
境之中穿梭，在交错人生中
找寻自我的故事。早在2014
年，该剧本就获得第19届釜
山国际电影节“APM”亚洲
电影市场剧本大奖。2018年，
该片又在威尼斯电影节“地
平线”竞赛单元获得最佳剧
本。因为整个故事是建立在
一个比较荒诞的基础之上，
所以导演希望找到一个比
较荒凉，路上很少看到人的
地方，最后就找到了青海省
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拍摄周
期40多天。导演在影像风格
上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采
用了4：3画幅，希望用一种比
较特别的形式去表现这个
故事，有一种形式感。影片融
合了公路、悬疑等多种元素，
算是万玛才旦在类型片上
做的一次尝试。

《在乎你》

导演：毕国智

主演：俞飞鸿、大泽隆

夫

类型：爱情

上映日期：4月12日

该片是根据邓丽君经

典名曲《我只在乎你》创作
的，是一部中日合拍片，《我
只在乎你》的新版中文翻唱
作为插曲在电影中出现了
两次。影片拍摄地横跨北京、
北海道两地。主演俞飞鸿近
年来多以知性优雅的成熟
女性形象出现在影视作品
中，本片中她出演一位事业
型女强人，在专注工作与理
想的背后，却藏着一段不愿

提及的神秘往事。片中有一
些日语对白，在北海道拍摄
的一场戏，原定是一半讲汉
语，一半讲日语，现场临时调
整为全日语对白，俞飞鸿花
两天时间死记硬背，乘车移
动中连司机也充当了她的
语音教练，才终于涉险过关。

■华语商业

《反贪风暴4》

导演：林德禄

主演：古天乐、郑嘉颖、

林峯、林家栋
类型：动作、犯罪

上映日期：4月4日

从2014年第一部《反贪
风暴》开始，这个IP已经拍到
了第4部。从第一部的基金
案，第二部的赌球案，第三部
的洗黑钱案，到第四部的贪
腐行贿案，每一次的反贪反
腐力度都在升级，电影在内
地的票房也节节攀升，前三
部票房分别为9519万元、
2.08亿元、4.42亿元。虽然票
房成绩不俗，但该系列电影

口碑却一直不太好，豆瓣评
分一直没有超过6分。《反贪
风暴4》的制作费接近一亿元
人民币，电影选定了“监狱”
这一极具特殊性与极端性的
场景，将人物放置于复杂密
闭的环境中，深刻剖析人性
善恶美丑。电影同时也是继
《反贪风暴3》后，在故事内容
上再度涉及中国内地的反贪
部门。

《雪暴》

导演：崔斯韦

主演：张震、倪妮、廖凡、

黄觉

类型：动作、悬疑、犯罪

上映日期：4月30日

该片导演崔斯韦是编
剧出身，之前与宁浩合作《疯
狂的赛车》《无人区》，与黄渤
合作《一出好戏》，《雪暴》是
其转型做导演的处女作，初
次做导演便请来了张震、倪
妮、廖凡、黄觉、李光洁等演
员，吸引他们前来出演的应
该是故事。该片以一场灾难
性的暴雪为背景，讲述身份
不同的5男1女卷入一场“青
年湖特大金矿失窃案”，警与
匪、正义与邪恶展开较量的
故事。这是导演崔斯韦熟悉
的犯罪题材，影片取景于深
冬的长白山，拍摄时平均温
度都在零下30摄氏度。谈及
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
难，导演崔斯韦说还是故事
本身，“相比于环境，我们对
于人物的推敲，剧情的推敲，
挑战更大。”2018年，该片获
得第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
浪潮奖。

《双生》

导演：金振成

主演：刘昊然、陈都灵

类型：爱情、悬疑

上映日期：4月19日

影片《双生》由中日韩
三国影人共同打造，分为中
日韩三个版本，韩国版的男
主角延俊锡是童星出身的当
红小生，女主角金赛纶凭借
《道熙呀》获得第35届韩国电
影青龙奖最佳新人女演员；
日本版的男女主角萩原实
里、成田凌，则是以模特、青
少年偶像出道；中国版则由
刘昊然和陈都灵主演。该片
是一部悬疑青春爱情片，刘
昊然一人分饰两角，出演一
对双胞胎兄弟，刘昊然坦
言，在影片拍完后仍然沉浸
在角色中久久不能抽离，在
电影杀青后特地出去度假
释放自己。由于陈都灵角色
本身的设定，她所有的戏
份几乎都在轮椅上完成。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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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射箭冠军赛：
我区选手夺得女团冠军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连日来，由国家体育总
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19年全国射箭冠
军赛在河南省焦作市激战正酣。3月31日，我区女选手
邬光洁、张琼、夏时敏齐心协力夺得女团冠军。

据了解，经过激烈角逐，我区选手邬光洁、张琼、夏
时敏在女子团体比赛中，以排名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
淘汰赛、决赛，并最终战胜香港射箭协会代表队获得团体
冠军。邬光洁以女子复合弓个人轮赛排名赛第二名的成
绩，进入到淘汰赛最终获得亚军，她同时入选国家集训队
参加201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另外，我
区选手顾森佶、何瑛、王晓杰在男子团体比赛中以第
四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并最终获得团体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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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倡导文明祭祀 大青山保护区高度重视森林防火
新报讯（记者 张巧珍）

“您好！请问车里带打火
机、火柴、烧烤架了吗？现
在是春季森林防火期，请
一定注意防火安全！”4月
3日上午，在乌兰察布市
卓资县旗下营镇油房营
护林防火检查站，防火检
查员一边向过往车辆司

机发放宣传手册，一边叮
嘱司机防火事项。当日，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乌兰
察布市旗下营镇举行了
大青山保护区“清明节”
森林防火宣传活动，除了
加大对过往车辆、人员检
查力度，工作人员还深入

大青山沿线的五塔亥村
等村落入户宣传，提升村
民防火意识，倡导文明祭
祀新风。

据了解，大青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横跨乌兰察
布、呼和浩特和包头市，
涉及10个旗县市区16个
国有林场，总面积39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44.36%，
植被覆盖率达80%。据内
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
白锦贤介绍，森林火灾突
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
性高，是全球发生最频
繁、处置最困难、危害最
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加

上去冬今春降雪少，风干
物燥，又是清明节人们集
中上坟的关键时期，防火
工作尤为重要。近年来，
管理局在森林草原防火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投资
1200万元建成了覆盖保
护区部分重要区域的防火
视频监控及综合指挥系

统，编制了《保护区防火规
划》，同时，认真落实防火
巡护、火情监测、防火检
查、隔离带打烧以及重要
时段死看死守等各项防火
措施，统筹提升森林火灾
综合防控能力，实现10年
来未发生重特大森林草
原火灾的目标。

追逐梦想
4月3日，我区速度滑冰

选手韩梅正在对学生进行

指导。当日，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巧尔齐召小学举行了

奥运健儿进校园暨巧尔齐

召小学冰雪项目启动仪式。

平昌冬奥会女子团体追逐

第五名得主韩梅和孩子们

分享了她的成长经历、训练

故事，鼓励大家要勇于拼

搏，坚持梦想。该校轮滑队

员进行了实操展示、陆地模

拟展示，展示过程中韩梅与

队员互动并且给予指导，孩

子们兴奋不已，对冰雪运动

的热情异常高涨。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乌拉特前旗通告：
110国道4月8日起翻修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者 白忠义） 4月2日，乌拉
特前旗政府发布通告称：4月8日起，110国道乌拉特前
旗段过境车辆要绕行，因为这段路要翻修了。

110国道乌拉特前旗段全长106公里，已超出使用
年限，加之收费站撤销后，110国道交通流量陡增，特
别是大型货运车辆的增加，造成该路段损毁严重，道
路不同程度出现壅包、沉陷、坑槽、翻浆、龟裂等情形，
存在行车安全隐患。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4月2日，锡林郭勒盟纪委
通报了5起近期查处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典型案例。

1. 苏尼特左旗残疾人
联合会原理事长宝音斯钦
违规使用公款送礼、发放
津补贴问题。2015年4月27
日，宝音斯钦以伪造票据的
方式，从锡林郭勒盟残联拨
付的2.5万元专项调查补助
经费中套取2.1万元，用于
公款送礼；2016年1月11日，
宝音斯钦以单位职工入户
调查工作的名义，从单位基
本账户中发放工作补助
8000元。2019年3月20日，苏

尼特左旗监察委员会给予
宝音斯钦行政记过处分，违
纪资金予以收缴。

2. 西乌珠穆沁旗医院
财务科主任斯琴巴特尔违
规操办本命年活动问题。斯
琴巴特尔于2017年1月19日
为自己操办本命年活动，邀
请单位同事16人参加，收受
礼金8600元。2019年2月22
日，西乌珠穆沁旗纪委给予
斯琴巴特尔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礼金予以退还。

3. 多伦县西干沟乡国
土资源所所长金春利违规
使用公车问题。2018年3月
27日至28日，多伦县西干沟
乡国土资源所所长金春利

驾驶本单位公务用车，用于
执行公务和上下班，并将车
辆停放在其居住的小区，且
之前金春利也存在违规使
用公车问题。2019年3月22
日，多伦县纪委给予金春利
党内警告处分。

4. 二连浩特市卫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邱明侠违规
发放津补贴等问题。2016年6
月至2018年4月，经邱明侠批
准，二连浩特市卫计局违规
发放职工全勤奖71085元；
2016年，邱明侠分3次违规报
销应由个人承担的异地就
医交通、住宿费等共计
15517.5元；2018年1月，邱明
侠在其父亲去世期间，违规

收受管理服务对象12人礼金
共计10500元。2019年1月28
日，二连浩特市纪委监委给
予邱明侠党内严重警告、记
过处分，违纪资金予以收缴。

5. 太仆寺旗宝昌镇人
大主席牛玉斌违规操办婚
宴问题。2018年12月9日晚，
牛玉斌以“谢桌宴”名义分
批次举办婚礼宴请，违规邀
请管理对象74人，其中村两
委干部、社区干部48人，宝
昌镇干部职工26人。违规收
受管理对象礼金2.84万元。
2019年3月13日，太仆寺旗
纪委给予牛玉斌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违纪资金予以
收缴。

我区橄榄球男女队获得青年运动会决赛资格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3月31日，全国第二届青

年运动会橄榄球项目（体校组甲组）预赛在云南昆明收
官。最终经过激烈争夺，我区男、女队双双获得决赛资格。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3天，共有男、女各8支来自全
国各省市的青年队云集春城，为争夺二青会决赛的入场
资格展开激烈比拼。其中，内蒙古甲组男队历经3天6
场的激烈比赛，在3名主力队员受伤离场的艰难局面
下，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最终以预赛第四名的成绩获
得二青会决赛资格。另外，内蒙古甲组女队最终以预
赛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二青会决赛资格。

锡林郭勒盟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美丽林海草原，无火才能安全。
山水美如画，防火责任大。
情系一片绿，心防一把火。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顷绿。

自治区林草局宣

（上接1版）

据内蒙古气象局发布
的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预报
预计，4月3~7日，呼伦贝尔
市中南部、兴安盟、通辽市
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锡林
郭勒盟东部及东南部、乌

兰察布市南部、呼和浩特
市大部、包头市南部、鄂尔
多斯市大部及阿拉善盟的
贺兰山、黑河流域林区森林
草原火险等级高，可燃烧、
能蔓延；其中，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北部、陈巴尔

虎旗西北部、额尔古纳市南
部、贺兰山火险等级很高，
易燃烧、易蔓延。

气象专家建议，未来
一周我区大部地区维持降
水偏少气温偏高的天气形
势，受冷空气影响清明节

期间有大风天气，中东部
地区4~5级短时6~7级西北
风。由于清明节期间祭扫
活动增多，极易引发火灾，
需做好火源管控和巡查、
监测工作，加强防范森林
草原火灾的发生。

未来一周全区大部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偏高
专家建议加强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