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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影《想见你》近日发布

定档预告和海报，正式宣布定档12月
24日，并将于 12月 23日 13:14开启点

映。该片由黄天仁执导，林孝谦监制，

吕安弦担任编剧，柯佳嬿、许光汉、施

柏宇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

定档预告中，柯佳嬿、许光汉、施

柏宇三人的互动充满治愈，一下就把

观众拉进了回忆中。预告中令人期待

的三人有青春时期洋溢的欢乐，也有

步入社会后的蜕变和成长。而随着随

身听的按下，令人仿佛进入到黄雨萱

（柯佳嬿 饰）和李子维（许光汉 饰）的

梦里；莫俊杰（施柏宇 饰）的一举一动

仿佛还依然暗恋着陈韵如；黄雨萱李

子维相约看烟花并确定彼此的关系，

上演浪漫甜蜜的跨年之吻。预告中雨

中奔跑、海边漫步等场面，让人似乎找

到了一些以往故事的影子，但全新的

场面又似乎蕴藏着新的故事。

海报是“凤南小队”三人组黄雨

萱、李子维与莫俊杰时隔三年后再度

同框，也是电影《想见你》中三人的首

次合体亮相。蓝色，是很多人对于“想

见你”的初印象，也是本张海报的主色

调。它既可以是下在青春里的一场淋

漓大雨，也同时象征着深邃的心事和

神秘的力量。雨中的三人身穿校服纯

净地笑着，这份青春与活力在他们的

肆意奔跑中被定格——这曾是李子维

爱上黄雨萱的瞬间，也是无数次出现

在男女主人公梦里的画面，更是三年

前观众爱上这三位少年少女的“名场

面”之一。

此前，11月18日影片首支先导预

告一经发布，随即便空降霸榜社交网

络热度第一位，引爆全网疯狂热议。

这个发布时间刚好是观众初识“想见

你”三周年后的第一天，为此大家纷纷

大呼感动，“没想到心心念念了整整三

年之后，居然真的盼到了电影《想见

你》的到来”；有观众称“李子维一开口

叫黄雨萱的名字，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反复循环观看《想见你》的时光”；还有

的观众说“人的一生，就是在不同年龄

反复爱上《想见你》的过程”，并称电影

的到来“就像是一场持续了三年的约

定，这次一定要到影院赴约”。

除了满满的回忆与情怀外，之后

随着一张印有“伍佰磁带”的先导海

报，更是点燃了绝大多数观众对于电

影《想见你》的期待——“一看到伍佰

老师，耳边就响起了熟悉的战歌，已经

迫不及待到影院里听立体环绕的

《Last Dance》啦”，“期待电影里能讲述

全新的故事”，“好想立刻看到李子维

和黄雨萱的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相

爱”……同时还有观众表达了对于陈

韵如与王诠胜命运的关心，希望能在

电影中看到属于他们的故事与桥段。

一万个人心中，就有一万种对于“想见

你”的期待。为了这场持续三年的约

定，一定要和你最想见的人约好，共同

到影院见证相爱的时刻，与“想见你”

再一次重新相遇。 （赵丽）

本报讯 由大鹏执导的喜剧电影

《保你平安》近日发布终极预告和终极

海报，影片将于 12月 24日、25日开启

全国超前点映。本片由苏彪、大鹏编

剧，陈祉希担任总制片人，大鹏、李雪

琴、尹正、王迅、王圣迪领衔主演，马丽

特邀友情出演，白宇、宋茜特邀出演，

贾冰、杨迪、潘斌龙、倪虹洁主演，乔

杉、于洋、刘金山、曹炳琨、梁超友情客

串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喜剧，影片讲

述了一个由谣言引发的故事。中年落

魄的魏平安（大鹏 饰）已过世的客户

被人造谣抹黑。为了一句承诺，魏平

安踏上了漫漫查谣言之路。一路阻碍

重重，笑料频出，不仅查到亲妹妹魏如

意（李雪琴 饰）头上，还遭遇了财大气

粗的冯总（马丽 饰）围追堵截。谣言

的传播是无序而迅猛的，造谣仅凭一

张嘴，但造成的影响可不小。为了辟

谣，魏平安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一个

一个、顺藤摸瓜去摸排传谣者。从一

开始颇具硬气地质问尹正，到撒娇式

捶打，魏平安为了得到线索不得不软

硬兼施。酒桌上，他冒充“私家侦探”

试探贾冰，不料贾冰一句“小F告诉我

的”，实力演绎“废话文学”，说了等于

没说。写字楼里，他的动机遭马丽质

疑，这么拼命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是不是因为俩人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兜兜转转他发现，自己的妹妹李

雪琴竟也深陷其中，正在密室倒吊吓

人的她也被哥哥拉进了辟谣的队伍。

辟谣的阻力越来越大，帮助辟谣的队

伍也在不断壮大，只不过队友似乎都

不太靠谱。除了妹妹外，声称自己是

魏平安粉丝“魏黏膜”的网红杨迪，帮

平安哥找到了新的线索，但张口竟要

500块，看来可能只是个“假粉丝”。

真阻力在前，“猪队友”在后，魏平安的

辟谣路直让人替他捏把汗。

为了一查到底，爬排水管道、网吧

狂追、火车站跑酷，魏平安可谓“跑断

了腿”。在片中，大鹏要爬上数米高的

管道，在棚顶奔跑，还要从房梁上跳

下。一直恐高的他表示，这几场高空

戏的拍摄都让他感到“漫长难熬”。

火车站的动作戏是片中的重场

戏，据介绍，这场戏足足拍了五天时

间，跟大鹏一样，马丽和杨迪也是从

头追到尾。马丽笑言难得有个机会

可以动起来，拍完这部电影都能减

肥了。费口舌，更费腿脚，喜剧人们

的辟谣路看来并不容易，影片中会

有哪些不同以往的惊喜呈现，令人

期待。

（影子）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出品的好莱坞爆笑动作爽片《唬胆

特工》将于 12月 23日全国上映。近

日，影片发布“拳不停歇”片段，以一

镜到底的方式呈现“二哈”兄弟对战

全球杀手团的火爆场面，尽显嗨爽风

格。影片由喜剧演员凯文·哈特、实

力男星伍迪·哈里森领衔出演。

此次发布的“拳不停歇”片段，凯

文·哈特饰演的“嘴强废柴”泰迪与伍

迪·哈里森饰演的冷面杀手“多伦多”

遭到了全球杀手团的追杀，本想通过

健身房逃生的他们却闯进了龙潭虎

穴。伴随着节奏强劲的音乐，“二哈”

兄弟和“来自全球的男人”开启了硬

碰硬、刚对刚的大乱斗！代号莫斯

科、塔科马、迈阿密的顶级杀手们，轮

番变换电锯、长斧、弓弩、猎枪等致命

凶器，使出各种凶险招数，而赤手空

拳的“二哈”兄弟则只能随机以手边

的健身器械为武器，兵来将挡，打得

花样百出，好不精彩。

整支片段一镜到底，看得人热血

沸腾、直呼过瘾。就战五渣泰迪，也

在一番乱斗中勇敢打出“接触式”拳

击，最终用拳头证明了自己。据悉，

为了呈现这一高能打斗片段，拍摄团

队先使用手机拍摄了一遍，把所有特

技替身和角色都融进来，剪辑出一版

视频。之后以这个版本打底，经过精

心排练，最终仅用两天时间完成了这

场复杂又精彩的高潮动作戏。

电影《唬胆特工》由美国哥伦比

亚影片公司出品，好莱坞知名动作

电影导演帕特里克·休斯执导，凯

文·哈特、伍迪·哈里森主演，凯莉·
库柯、贾斯敏·马修斯、山下智久等

联袂出演。

（杜思梦）

本报讯 12 月 19 日 ，“ 哆 啦 A
梦 ”系 列 第 42 部 剧 场 版《哆 啦 A
梦 ：大 雄 与 天 空 的 理 想 乡》发 布

新 预 告 ，并 确 定 主 题 曲 为 NiziU

新歌《Paradise》。

古泽良太首度担任《哆啦A梦》剧

场版编剧，堂山卓见担任导演，讲述哆

啦A梦与大雄驾驶具有时光跳跃机能

的“时光齐柏林飞船”，为了寻找自古

以来许多冒险家梦寐以求的亚特兰提

斯和龙宫城等每个人都曾想像过的梦

幻乌托邦，在空中展开了一场大冒

险。该片将于2023年3月3日在日本

上映。

（花花）

《哆啦A梦》新剧场版发预告

《想见你》

一卷神秘的卡带让黄雨萱拥有

了特殊的能力。她能否回到过去，改

变相恋多年的爱人李子维的命运？

错过的恋人们是否可以重新开始？

爱让一切有了曲折，也有了力量。

上映日期：12月24日

类型：爱情/悬疑

编剧：简奇峰 / 张冰玉 / 吕安弦

导演：黄天仁

主演：柯佳嬿 / 许光汉 / 施柏宇

出品方：万达影视/万达影业

（香港）

发行方：猫眼微影

《变身攻略》

夏天梦想着当上艾伦服装秀的

主持人，于是费劲心思讨好电视台里

的每一个人，但还落得了个被开除的

下场。心灰意冷的她偶然认识了盲

人服装店老板，服装店变身衣柜的秘

密也由此展开……

上映日期：12月24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王伟奎 / 王小玮

主演：杨小兰 / 焦睿 / 高语芯

出品方：山西电影制片厂/诚意

文化等

发行方：宝橙影业

《穿靴子的猫2》（美）

猫大侠幽默潇洒又不拘小节、数

次“花式送命”后，九条命如今只剩一

条，于是不得不请求自己的老搭档兼

“宿敌”——迷人的软爪妞来施以援

手来恢复自己的九条生命。

上映日期：12月23日

类型：动画/喜剧

编剧：保罗·费舍尔 / 克里斯托

弗·梅勒丹德利

导演：乔尔·克劳福德 / 贾努埃

尔·梅尔卡多

出品方：环球影业/梦工场动画

发行方：中影股份

《龙马！新生网球王子》（日）

为精进球技，龙马只身来到美

国。同行的伙伴龙崎却遭遇神秘势

力的绑架，龙马与父亲在营救同伴的

过程中，意外发现敌方也是网球高

手，一场远赴他乡、考验亲情的网坛

争霸正式开打……

上映日期：12月23日

类型：动画/运动

编剧：秦建日子 / 许斐刚

导演：神志那弘志

出品方：GAGA电影公司

发行方：华夏电影

《唬胆特工》（美）

泰迪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搞砸一

切，他想要给妻子制造生日惊喜，却

阴差阳错误入黑帮犯罪现场。为了

活命，泰迪无奈将错就错，假扮杀手

执行任务。而真正的冷面杀手只能

和泰迪临时组队，开启狐假虎威、啼

笑皆非的任务模式。

上映日期：12月23日

类型：喜剧/动作

编剧：罗比·福克斯等

导演：帕特里克·休斯

主演：凯文·哈特 / 伍迪·哈里

森 / 凯莉·库柯

出品方：哥伦比亚影片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柯佳嬿许光汉主演《想见你》定档12月24日

喜剧电影《保你平安》发布终极预告

《唬胆特工》发布“拳不停歇”片段

本报讯 由奥斯卡最佳动画长

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原班人马打

造的续作《蜘蛛侠：平行宇宙 2》（暂

译）发布全球首支正式预告。

是做一个普通人，还是担负起

守护世界的责任？在首支预告中，

“小黑蛛”迈尔斯陷入超级英雄必

经的成长困惑，妈妈温柔鼓励“照

顾好自己，你属于更大的世界”。

机缘巧合下，迈尔斯与蜘蛛格温惊

喜重逢，二人携手开启多重平行宇

宙的宏大冒险，跨次元探索未知新

版图，50501 宇宙、928 宇宙初露端

倪，更多平行宇宙即将曝光。

此外，蜘蛛侠 2099、“蜘蛛女

侠”等众多新角色登场，史上最宏

大的蜘蛛侠天团登场，让人眼前一

亮。蜘蛛侠 2099 狂野现身，与“小

黑蛛”缠斗的他是敌是友？初代

“蜘蛛女侠”杰西卡·德鲁驾驶超炫

机车大战初代秃鹫，更多正邪对决

让人目不暇接。值得一提的是，影

片据悉会有超 240 个角色出现，而

这次各平行宇宙蜘蛛侠跨次元集

结，或将成为史上最多蜘蛛侠高燃

同框。

前作《蜘蛛侠：平行宇宙》斩获

全球各大电影奖项动画类大满贯，

被全球媒体与观众誉为“史上最伟

大的动画电影之一”。此番，《蜘蛛

侠：平行宇宙 2》延续了前作风格鲜

明的视觉效果。3D与 2D相互结合

带来另类视觉冲击！六重动画画

风，绚丽夺目的配色，独一无二的

镜头设计，酷炫动感的动作打斗，

令该片突破想象极限，呈现出前所

未见的平行宇宙世界观，将为影迷

带来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

电影《蜘 蛛 侠 ：平 行 宇 宙 2》
由索尼动画联合漫威影业惊喜呈

现，影片将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北美

上映。

（杜思梦）

《蜘蛛侠：平行宇宙2》预告“最多蜘蛛侠同框”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出品的科幻惊悚电影《逃出白垩

纪》（暂译）近日发布预告及海报，人

类飞船遭遇未知小行星撞机坠落，意

外闯入 6500万年前的史前地球，“大

叔萝莉”开启惊悚大逃生模式。

预告中，伴随着一次太空探索任

务，指挥官米尔斯（亚当·德赖弗 饰）

驾驶的飞船意外遭遇小行星撞击，在

反复紧急呼救未果的至暗时刻，飞船

坠毁至一颗神秘天体。在三十余名

船员中，唯有米尔斯和一个小女孩科

亚（科洛·科尔曼 饰）幸存。令人没

想到的是，这个神秘的天体竟然6500
万年前的史前地球。他们不得不穿

过充满危险史前生物的未知环境，并

携手开启惊悚大逃生模式。一场跨

越6500万年前的对决，即将开启。

影片由《寂静之地》编剧史考特·

贝克和布莱恩·伍兹担任导演及编

剧，由亚当·德赖弗、阿丽亚娜·格林

布拉特、科洛·科尔曼主演，由《蜘蛛

侠》系列电影导演山姆·雷米担任制

片人。

作为史考特·贝克和布莱恩·伍

兹继《寂静之地》之后的全新惊悚力

作，这次他们将挑大梁担任导演兼编

剧，将为影迷带来更具想象力和压迫

感的惊悚体验。2023年3月8日起全

球献映。

（杜思梦）

《寂静之地》编剧打造《逃出白垩纪》发布预告

本报讯 近日，人气 TV动画《间

谍过家家》宣布将于 2023年制作剧

场版，同时该作品也确定推出 TV动

画第二季。剧场版由漫画原作者远

藤达哉负责监修和角色原案，将展开

全新故事，上映时间待定。

《间谍过家家》讲述西国间谍“黄

昏”为了执行秘密任务改名为劳埃

德·福杰，与实则身份是杀手的约尔·
福杰被迫组织家庭，他们还领养了女

儿“阿尼亚”，一位拥有读心技能的超

能力者。三人互相隐瞒真实身份，却

产生比家人更紧密的关系，从而上演

一系列家庭喜剧。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克里斯托弗·诺

兰自编自导的电影《奥本海默》发布

官方预告，预告中呈现了很多“核”的

具象画面，导演诺兰此前也透露过，

从三一核试验，到量子动力学、量子

物理学的视觉元素，都是用实际的手

法拍摄，没有用电脑特效。

《奥本海默》背景设置在二战期

间，围绕希里安·墨菲饰演的“原子弹

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展开，将于

2023年7月21日在北美上映。

（花花）

诺兰新片《奥本海默》发正式预告

《间谍过家家》将于2023年制作剧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