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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贾玲编剧并执导，贾玲、张小斐领衔主演，沈腾、

陈赫主演的喜剧电影《你好，李焕英》日前联合抖音平台开启

了一场以“我能让你更高兴”为主题的线上直播路演活动，线

下11个城市的上千名观众同步观看，活动话题持续霸占热点

榜高位，直播间累计曝光人次 156.7万，点赞量 125.3万次，现

场气氛火爆，欢笑声此起彼伏。影片将于2021年大年初一（2
月12日）全国欢乐上映。

本报讯 由导演黄建新担任监制

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演的电影

《1921》，将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百

年前奋勇拼搏、让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的动人故事。该片将于 7 月 1 日上

映。

为了让更多观众了解建党初期

这段历史，导演黄建新用电影镜头，

展现了平均年龄仅 28 岁的中共“一

大”代表们，将青春理想化作寻求救

国救民真理信念的执着，以及他们在

上海开天辟地、在风雨如磐中担起民

族救亡图存重任的担当。

该片导演黄建新，曾参与打造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

业》，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商业

片时代。他在此前的《1921》发布会

上曾透露，“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故

事、更电影化的叙事方式、以及充沛

的生活情感”。他还表示，电影将集

结一众青年实力派演员，重塑一群有

血有肉的革命领袖，再现一个敢拼敢

闯的黄金时代，传递“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的坚定信念。

该片在参考大量史料的基础上

进行艺术创作，坚持创新求真、严谨

细致的态度，历经四年时间深耕剧

本，数易其稿。期间上海市委宣传部

还组织召集党史专家、上海史专家、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资深研究员等

专业人士，与主创团队一同召开多次

剧本论证专题会议，听取意见，结合

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反复打磨人物性

格，挖掘历史细节，力求让这段观众

耳熟能详的史实在银幕上绽放新意。

电影将首次以国际化视角来呈

现这段热血历史，从欧洲开始进入故

事，同时贯穿了一条完整的日本线，

让格局更开阔宏大。在此前的发布

会现场，制片人任宁透露，“剧组特意

去全世界的档案馆寻找新鲜的角度

和史料，耗时三年多才完成了最终的

创作”。对此，导演郑大圣也表示，这

是与现在的全球化语境有所呼应，用

新的角度看待那段历史，相信能吸引

更多年轻观众当下的目光。

除此之外，影片也在拍摄取景

上下了大功夫，主创团队勘景足

迹遍布上海、全国乃至海外，特别

是在上海实地测绘了 30 余处相关

历史旧址，并在上海车墩影视基

地一比一实景搭建当时的中共一

大会址建筑群，力争在大银幕上

再现上世纪 20 年代上海作为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的城市文化风貌。

据了解，《1921》于去年 7 月 1 日

正式开机，目前已经正式杀青，是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

作，由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上海三次

元影业、阅文集团、猫眼影业共同出

品。

（猫叔）

《你好，李焕英》“抖”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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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播现场之外，线下在广

州、北京、郑州、长沙、佛山、济南、重

庆、上海、天津、苏州、成都等 11 个

城市分会场的上千位观众也在各地

加入了“抖”路演，现场大家用各地

的方言喊出应援口号表达对电影

《你好，李焕英》的喜爱与期待，北京

大哥吆喝着：“《李焕英》讲究，甭提

多好了。”隔壁天津小哥也不甘示

弱：“演员倍儿哏儿，剧情倍儿棒，哏

儿都就看哏儿电影！”南方成都妹子

齐喊：“焕英，巴适得板哦！”广州靓仔

诚意安利：“劲搞笑，好塞雷！”各地气

氛热闹非凡，从北到南一起狂欢。

《你好，李焕英》改编自贾玲的

亲身经历，讲述了刚考上大学的女

孩贾晓玲（贾玲饰）意外穿越回八十

年代，与年轻时代的母亲李焕英（张

小斐饰）相遇的故事，开启了一场妙

趣横生又感人至深的旅程。此次

“抖”路演直播中，贾玲真挚地说道：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表达对父母的

爱，可以大年初一带他们去看这部

电影，那里面写满了你们对父母的

爱。”2021 大年初一带家人看电影

《你好，李焕英》，就是今年最好的春

节礼物！

电影《你好，李焕英》由北京京

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儒

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

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精彩时

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丽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出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国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深圳二狐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瑞（上

海）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匠紫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

司、嘲风影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冠宇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光

彩纪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大年初一，笑顺爸妈！

（木夕）

电影《你好，李焕英》线上路演

直播在主持人杨迪的带领下，贾玲

和张小斐各率一队，帮助抖音达人

@时尚奶奶团进行“80 年代美丽改

造”，分别在“女人最大”美容美发

店、“全Gai最靓”复古服装店和“留

住时光”照相馆进行 80年代复古风

格时尚变身并合影留念，实现奶奶

们年轻时候未尽的美丽梦想，“时尚

奶奶”们在三大改造区流连忘返，好

不欢乐。

此次“抖”路演，@马小跳、@
泡椒好吃嘛、@智博、@奥黛丽厚

本、@梅智贤、@他是子豪、@时光

出租车等“抖音达人”纷纷助阵，@
马小跳和@泡椒好吃嘛作为美容

美发店的店长和“金牌造型师”为

奶奶们打造时尚妆发，@智博、@

奥黛丽厚本、@梅智贤在复古服装

店给出了专业时装搭配意见，@他

是子豪、@时光出租车带奶奶们

“摆 Pose”、回到 80 年代拍靓照，一

起让奶奶们更高兴！在“留住时

光”照相馆合影留念后，奶奶们感

叹：“今天太过瘾了！”、“实现了年

轻时候爱美的梦想！”。

◎破次元
“抖”路演在线互动热火朝天

◎真会玩
线上线下联动十一城千人狂欢

本报讯 已于1月15日上映的

电影《许愿神龙》受到了全国观众

的关注。近日，该片发布“龙的传

人”正片片段，丁思齐被反派三人

组追到一条死路，正在绝望之际，

丁思齐却突然变成武林高手，大秀

拳脚功夫，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成功逃跑。

动画电影《许愿神龙》上映以

来吸引了业界的关注和观众的口

碑。可爱的神龙、暖心治愈的剧

情、喜气洋洋的氛围，都是吸引观

众走入影院的重要因素，截至1月

18日，该片票房已超过5000万。

（影子）

本报讯 1 月 17 日，姚晨在个人社

交平台晒出自己和剧组工作人员的

大合影，庆祝新电影开机，她说道：

“今日鼓浪屿阳光灿烂，电影《三贵情

史》开机大吉！愿家乡风水保佑本组

平安顺利。一群大孩子的‘寻爱’冒

险之旅，就此启航！”

据悉，电影《三贵情史》由李少红监

制，姚晨担任联合监制，青年导演刘斯

逸执导，姚晨、胡先煦、周也、周依然领

衔主演，郑云龙友情出演。《三贵情史》

的故事缘起于男女天神间的一个赌约，

人间男孩王三贵有了一个古怪的诅咒：

凡他亲吻之物，即刻陷入熟睡。为了打

破诅咒，三贵踏上了寻找真爱的成长之

旅。 （影子）

姚晨主演新片《三贵情史》开机

《许愿神龙》发布“龙的传人”片段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健儿表示，电影《望道》的创作

缘起于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6月

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全体队员的回

信。电影将以陈望道先生的生平

事迹为线索，以总书记回信中提

到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主

题，表现以陈望道为代表的一代

知识分子追寻真理、坚守大道的

故事和精神。

导演侯咏表示，影片主人公

陈望道代表了一批中国早期先进

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是坚

定的理想者和爱国者，为建立一

个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理想社会

而努力奋斗、勇往直前。影片将

向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展

现一群百年前一代青年的人生和

追求、理想和信念、生命状态和思

想境界。

因涉及真实人物和相关党

史，电影创作难度非常大。主创

人员力求真实还原历史人物和时

代背景，努力遵循“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原则。为汲取思想力

量和艺术灵感，每一位主创人员

进组后，都从通读《共产党宣言》

开始，参观陈望道纪念馆、义乌陈

望道故居和复旦大学校史馆等。

编导接受任务后，踏踏实实做案

头和调研工作，查阅大量人物和

历史资料、人物传记、回忆文章，

通过采访望老亲属、学生和研究

者，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为人物、故事、情节的设计打下扎

实的基础。

电影《望道》贴近学生，贴近

青年。主创团队在复旦大学和上

海外国语大学分别进行了两场学

生座谈，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

方式，持续进行针对年轻观影人

群的问卷调查，了解青年大学生

对主旋律电影的真实想法以及对

电影《望道》的期待。就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倡导的，文艺作品不仅

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更要增加

人民精神力量。《望道》希冀现在

的年轻观众在电影中与陈望道和

他的伙伴们同悲欢、共离合，并在

看完电影后，记住这一群百年前

的“后浪们”。

该片由上影集团、山东科文集

团、义乌市交旅集团共同出品，上

影电影制片厂负责摄制。（影子）

（上接第1版）

致敬守望信仰大道的勇者

电影《望道》上海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