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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子枫领衔主演的电影

《我的姐姐》日前在北京举办首映礼，

导演殷若昕、编剧游晓颖，领衔主演

张子枫，特别主演肖央，主演朱媛媛、

段博文、梁靖康、孙嘉灵，特别介绍出

演金遥源、王圣迪等主创现身首映礼

分享影片的拍摄感受。片中饰演舅

舅的肖央和王宝强更是现场玩起“电

影梗”，映后延续片中惊喜笑点，王

源、张楚、曹保平、张冀等从各自视角

表达了自己的观影感受，从各方面称

赞其为一部难得的好电影。

电影《我的姐姐》中，张子枫迎来

惊喜蜕变，当被问到饰演姐姐的体验

时，她坦言：“姐姐的经历和背景和我

差距蛮大的，但是演的过程中我从她

身上学到了很多，和她一起成长。”饰

演弟弟的金遥源借用片中台词，大喊

“希望大家都来看我们的电影，因为

我知道你喜欢我！”逗乐全场。肖央

和朱媛媛在片中都贡献了精彩演出，

肖央谈到：“在片中被子枫用麻将砸

到耳鸣，激烈程度堪比拍摄动作片。”

朱媛媛与张子枫的对手戏赚足现场

观众的眼泪，朱媛媛也表示：“那场戏

本身情感旧很足，加上跟子枫眼神对

上的时候我更绷不住了。”

肖央和王宝强更是现场玩转“电

影梗”，片中舅舅称自己在剧组北漂

时把皮衣送给了王宝强，惹来观众大

笑，映后王宝强身着皮衣惊喜现身与

舅舅同框，还调侃道：“一般来说在北

漂跑龙套没人不认识我的。”电影主

题曲《姐姐》的演唱者王源则动情讲

述自己从电影获得的思考：“第二次

看还是很感动，我觉得每一个女性在

成为姐姐或者母亲之前，一定是独

立、自由、完整的个体。”张楚也说道：

“我以弟弟视角写过一个关于姐姐的

歌，看到这部电影也讲述了姐姐的故

事，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希望这

部电影能够被更多人欣赏到。”梁静

则说：“电影的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加

分，我真的好感动，我把我的面巾纸

哭成了面膜。”

（木夕）

本报讯 由王晶和许悦铭联合执

导，古天乐、梁家辉、吴镇宇、林家栋

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电影《追虎擒

龙》（原名：《金钱帝国：巅峰之战》）近

日发布“天下无贪”版预告。该片讲

述香港 ICAC成立之初，两位调查员

（古天乐、林家栋饰）同毒枭之首“跛

豪”（梁家辉饰）及总华探长徐乐（吴

镇宇饰）斗智斗勇的故事。

预告中廉政公署专员陈克、白松

安与毒枭“跛豪”、总华探长徐乐激烈

交锋，“跛豪”、徐乐依仗权势藐视公

序良俗，不将公平与法制放在眼里，

警匪勾结日进斗金，当街械斗、杀人

越货不过平常，其嚣张狂妄、只手遮

天可见一斑。而以陈克、白松安为首

的廉政公署调查员们笃信法制的力

量，始终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刻在心

间，誓要扫荡不正之风。预告中陈

克、白松安等一众廉署调查员被追杀

最终陷入包围，似乎遭到生命威胁，

千钧一发之际该如何脱困，双方如何

过招都令人无比好奇。

此外，预告中梁家辉饰演的毒枭

“跛豪”一经亮相便引发众多关注。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跛豪”原型人物

吴锡豪的外形，梁家辉不仅对面部进

行特效化妆，在口中塞入棉花以贴近

吴锡豪的脸部特征，更是在夏日高温

中内穿特制道具服以贴近人物身

材。在人物动作上梁家辉也精心设

计，精准复刻“跛豪”瘸腿的特征，生

动还原出毒枭不怒自威的气场。

该片将于5月1日上映。

（影子）

《超级的我》

小编剧桑榆原本生活困顿拮据，

但一夜之间却拥有了梦中取物的神

奇能力，通过将梦中的宝物变现，潦

倒落魄的他成为人生赢家，甚至一掷

千金追求到暗恋多年的花儿，然而在

梦中快意掠取的桑榆却逐渐发现，这

场“躺赢”美梦竟将他的生活推向了

失控的边缘。

上映日期：4月9日

类型：奇幻/冒险

导演：张翀

编剧：张翀

主演：王大陆/宋佳/曹炳琨/吴刚

出品方：黑蚂蚁影业/禾和影业/
东阳小宇宙

发行方：华夏/华夏聚德影视/禾
和影业/白马影视

《红豆杉之恋》

永安省体育局干部秦奋斗主动

申请到贫困山区驻村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克服以村主任黑豆为首的农

村黑恶势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与返

乡创业的女大学生红豆一起依靠开

发红豆杉种植产业，带领乡亲们脱

贫致富。

上映日期：4月9日

类型：剧情

导演：马英

主演：刘一江/冯玉玺/陈卓/吴连生

出品方：春芽影视

发行方：春芽影视

《最佳导演》

一对事业有成的情侣回老家结

婚，在筹办婚礼的过程中遭遇了新旧

观念的冲突和南北方家庭因文化差

异产生的矛盾，两人对“故乡特色”深

感不适，却又无可奈何。

上映日期：4月9日

类型：喜剧/剧情

导演：张先

主演：金靖承/蒋楚依/王少龙/张
牡丹

出品方：贵映金画/子禅映画

发行方：帷幕文化/全影时代

《工作细胞：细胞大作战》（日本）

人类的体内是众多的细胞们在

工作的世界。某时，白细胞（中性粒

细胞）和红细胞，与保护了迷路乳酸

菌的一般细胞相遇。为了将乳酸菌

送往同伴身边，白细胞（中性粒细胞）

与一般细胞向肠道出发。但在那里

等待着的，是令人意外的最强敌人，

再度出现的癌细胞，以及因有害菌而

大乱的肠内环境。为了守护这个世

界，白细胞们（中性粒细胞）向赌上世

界命运的大战发起挑战。

上映日期：4月9日

类型：动画

导演：小仓宏文

编剧：柿原优子

配音：花泽香菜/前野智昭/小野

大辅/井上喜久子

出品方：日本安尼普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由青春光线、光线影业

联合出品，改编自书海沧生同名小

说，赵非执导的电影《十年一品温如

言》于近日宣布主演阵容，定档10月

1 日。影片由丁禹兮、任敏、李泽锋

领衔主演，王川、许童心、丁楠、漆昱

辰主演，辛云来特别出演，“金牌”团

队倾力打造，今年国庆上演绝美纯爱

故事。

电影《十年一品温如言》由丁禹

兮、任敏、李泽锋领衔主演，“第五

代”电影人赵非担任导演，曾任《大

红灯笼高高挂》、《让子弹飞》、《太平

轮》摄影的他陪伴第五代导演创造

众多杰出影像作品，六度荣获金鸡

金马金像“三金”最佳摄影。袁媛作

为剧本顾问，曾创作《后来的我们》、

《滚蛋吧！肿瘤君》，擅长描绘人物

细腻情感。新晋编剧焦婷婷参与剧

本改编创作，曾执笔爱情电影《你的

婚礼》。有“金牌”团队为此次改编

的电影保驾护航，是小说影视化质

量的保障。

首次曝光的定档预告中，丁禹兮

饰演的言希与任敏饰演的温衡在暗

房内相拥回忆，十年间分离聚散的场

景快闪而过，与小说情节十分贴合，

深情虐恋浮现眼前，尽显熟悉的原著

气质。双人定档海报有别于一般的

爱情片风格，极具年代感和生活的烟

火气。阳光温热，岁月静好，一张老

照片定格年少时光，许下十年不离不

弃的誓言。“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温

言不羡仙”，十年来广为流传的经典

佳句跃然纸上，深切表达对于纯粹爱

情的美好盼望。

同时发布的角色海报中，众人在

芦苇丛中眺望远方，氛围感强烈，意

境深远。电影全阵容首次公布：丁禹

兮、任敏、李泽锋领衔主演，王川、许

童心、丁楠、漆昱辰主演，辛云来特别

出演，众多小说人物首次曝光，全 95
后光线签约演员的集体亮相，满足大

众对于小说影视化的想象。

（木夕）

问题1：关于创作缘起

游晓颖：剧本的缘起是2015 年独

生子女政策取消、允许生二胎。当时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故事发生，

看到很多亲情的撕扯和碰撞，很想探

究背后的原因。我本身是独生女，二

胎之间的相处也会引发我很多思考，

所以想把这些剖开做一个陈述。还

有一点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家庭

题材，学舞台剧的时候也偏爱尤金·
奥尼尔这种探讨家庭和父母关系的

作品，所以特别想去写这种题材。

殷若昕：我是独生女，看到一个

书写现代女性的故事，会有一种使命

感想要去好好地拍出来。在我们面

临各种外部困境和自己内部困境的

时候，当伦理的困境和自我取舍的困

境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面

对？这种碰撞产生的魅力和思索是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去探索和表达的。

问题2：关于前期筹备

游晓颖：写剧本之前会跟身边的

朋友聊，看一些关于家庭方面的书

籍，类似《家庭治疗》、《热锅上的家

庭》这种涉及家庭心理学方面的书，

包括一些女性主题的论述，会从更宏

观层面去把控剧本主题的走向和我

想表达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的还

是深入到个体的经验里面，像舅舅、

姑妈这些角色，其实有我身边一些人

的影子，我们去追溯他们的一些往

事，然后把这些融合起来作为补充。

殷若昕：因为在开拍之前已经有

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剧本，内部氛围、

人物关系、人物命运这些都已经非常

扎实了，我所做的一切是要如何去翻

译，实现剧本的具象化和可视化。前

期筹备的重点是如何无限接近生活

本身的样子，既不能猎奇、也不能过

分客观。要站在人物的身边呈现她

的故事。

问题3：为什么选择成都展

开故事？

游晓颖：我本身是成都人，很熟

悉成都那种潮湿黏腻的环境，人与人

之间既有非常含蓄的一面，也有情绪

直白表达的一面。放在成都这个我

熟悉的环境，我知道怎么去构建人物

生活的常态，情感的表达方式，包括

里面一些方言的台词，我会觉得更游

刃有余，可以把这个故事的真实质感

呈现得更完美，成都有人间的烟火

气，会让这个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我们

身边一样。

殷若昕：成都一直是我们拍摄的

首选，视觉呈现上我希望以更加温存

的视角去看这个故事，而成都的地

势、风格、烟火气以及它的包容度都

非常契合。它没有那么多的猎奇感，

这和我们的视听需求相得益彰，会消

解掉一些尖锐，我不想去故意刻画尖

锐，而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就在我

们身边。

问题4：作为女性创作者讲述

这样一个故事有哪些优势？

游晓颖：女性身份和共情能力，

会让我靠近想要去捕捉和描绘的人

物以及他们的生活，我和导演天然地

知道姐姐此刻是什么样的处境，对她

的处境会有一种感同身受。这个东

西可能不需要很努力地去“够”，而是

一种本能，让我会把人物尽可能呈现

得更丰富更深一些。

殷若昕：就是感同身受，女性对

女性天然的感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去创作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的优势。

问题5：用一句话概括影片

的核心表达？

游晓颖：家庭羁绊和个人追求之

间的碰撞。

殷若昕：伦理困境和个人困境撞

击时内心的成长。

问题6：如何看待原生家庭

对人的影响？

游晓颖：我觉得人生的际遇、概

率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好的原生

家庭可以帮助同样受到伤害的人们

渡过那个艰难的时刻，帮你振作起

来。相反则会让人在遭遇外部变故

的时候，没有可以从内部汲取的能

量。原生家庭对性格的塑造是很深

刻的，有的时候是在你不自觉的情

况下。

殷若昕：我觉得每个人的原生

家庭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好的

原生家庭确实能够保护到你。有

问题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会长

在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

来。我觉得原生家庭的影响只有

通过完全与之对应的方式才能解

决，可能到你更大的年纪，你自己

再去组建亲密关系，再面临那些问

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

问题7：姐姐在地铁原本想

丢弃弟弟的那场戏是如何设

计实现的？

游晓颖：写的时候觉得那是人的

一念之间，我们希望传达得模糊、暧

昧一点。

殷若昕：姐姐想把弟弟放开的那

一瞬间是很微妙的，我们商量了很多

方案，最终还是决定让姐姐从卫生间

里出来，让这个表意模糊一点。剪辑

老师把姐姐一个人偷偷看弟弟剪在

了后面，把我们的创作意图都表现了

出来。这个也符合最开始我们定的

姐弟的基调，前面姐弟就是一直遥遥

相望的，他们的距离时近时远。

问题8：姐姐所面临的问题，

电影并未给出答案。关于结

局，有哪些考虑？

游晓颖：电影是开放式结局。我

们更想让大家看到姐姐经历和遭遇

的这一切，至于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每个观众会有自己的答案。

殷若昕：姐姐是独立长大的，有

强势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她不会做

出完全牺牲未来的事，所以她会前往

北京考研追求理想。我们在创作的

时候一直很心疼姐姐，但又有一种

“不得不”的感受在里面，作为创作

者，还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个女孩所代

表的的故事，而不是强行圆满。但是

否抚养弟弟这个结局是开放的，每个

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其实你的经历

和价值观，以及对剧情的感知会决定

你对结局的倾向，这也是开放式结局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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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首映：肖央王宝强现场玩转“电影梗”

由张子枫主演，殷若昕导演、游晓颖编剧的电影《我的姐姐》4月2日上映，

首周三天票房3.48亿，为4月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

作为一部聚焦中国式姐弟关系的现实题材作品，影片以细腻的电影语言真

实还原了张子枫、朱媛媛饰演的两代“姐姐”在家庭、社会中的现实境遇。看过

《我的姐姐》之后会发现，原来“姐姐”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和奉献、牺牲相

关的动词。

影片北京首映礼现场，导演曹保平、陈思诚、白雪、杨荔钠、李霄峰，编剧张

冀、史航，演员王宝强、梁静，以及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张楚和王源到场观影并

表达了对影片的喜爱。

《我的姐姐》背后，包含哪些中国式的家庭情感关系？原生家庭对人的影

响、家庭语境中的女性成长……关于《我的姐姐》的8个问题，编剧游晓颖和导演

殷若昕一起告诉你。

《十年一品温如言》定档“十一”

《追虎擒龙》发布“天下无贪”版预告

殷若昕（右）、游晓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