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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度高分爱情电影《想

见你》于 12月 24日正式上映后，上

映首周末累计票房超过8000万，共

计196万人购票观看；购票双平台评

分破9分，其中猫眼评分9.1分，淘票

票评分 9.0分。该片由剧集原班人

马打造，导演黄天仁执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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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自上映以来，新片票房领

跑口碑获赞，首周末登陆全平台热

搜热榜超120次，热度领跑同档期影

片，观众讨论热情高涨。电影讲述

了李子维与黄雨萱之间命中注定相

爱并穿越时间线双向奔赴的动人爱

情故事。影片目前火热上映中，在

这个冬日走进影院一起去爱，去感

受，去不负相遇。

同档期新片票房领跑口碑获赞

感动不断持续发力

《想见你》自 12月 24日上映以

来，同档期新片票房领跑，上映首

周末便斩获超8000万票房；购票双

平台评分破 9分，口碑方面也收获

观众无数好评，纷纷表示被这份跨

越时空双向奔赴的命定之爱所感

动。随着电影的热映和各平台的

高分高口碑推荐，电影的众多细

节，故事中隐藏的线索也被众多网

友一一揭开。

电影讲述了李子维与黄雨萱

之间命中注定相爱并穿越时间线

双向奔赴的动人爱情故事。影片

丰富地刻画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和

特点，故事在不落俗套的设定下，

编织了人物之间的不顾一切只为

寻找彼此的动人故事。电影版的

结局也不再留遗憾，李子维和黄雨

萱跨越时空双向奔赴的爱情，以及

包括陈韵如、王诠胜这些“意难平”

的角色也都有了新故事，让无数观

众和粉丝在这个冬日被影片中这

份极致的命定之爱感动不已。

高质量制作话题度居高不下

值得“一刷再刷”

该片近日发布了一组剧照，

画面中的信息再次将电影中感

人的情节和画面满满呈现。自

上映以来，影片凭借高水准的制

作、新颖的叙事手法和演员精彩

的演绎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好评，

其中观众购票平台猫眼开出 9.1
分、淘票票开出 9.0 分的高水准

评分。电影剧情更是在全网引

起广泛讨论，持续不断在各大平

台 霸 榜 热 搜 话 题 超 过 120 次 。

观众热情的讨论也让更多细节

曝光，让不少看过电影的观众表

示一遍不够看想要二次甚至三

次走进影院再一探究竟，影片呈

现出年末跨年期间持续发力的

态势。

电影自上映以来，话题不断，

从解析剧情到讨论“平行时空”

的逻辑结构，揭露影片的幕后拍

摄花絮、再到“凤南小队”柯佳

嬿、许光汉和施柏宇极具精湛又

富含感染力的演技等等，“重温

想见你名场面”、“凤南小队这一

次真的回来了”等热搜话题高居

不下，其中李子维和黄雨萱之间

的命定爱情更是让无数观众梦

回三年前，感动落泪；也让大家

忍不住高呼“和想见的人一起看

想见你”；更有网友表示“电影弥

补了我留在三年前的遗憾”、“终

于在电影院看到我嗑的 CP 亲手

撒糖了”等动人评论。同时也有

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二刷”《想

见你》，有网友甚至感叹道：“二

刷体验超过初看，第一次看剧

情，第二次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挖

掘细节之中，也让初次没有理解

的疑惑有了解答。”电影《想见

你》持续热映中，期待更多观众

走进影院解锁惊喜不断的年度

高分爱情电影。

《想见你》由万达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万达影业（香港）有限公

司出品，车库影业有限公司、上

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三

凤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天津

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

控发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上海淘票

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发行，

三凤有限公司制作，万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年度高

分爱情电影《想见你》正在热映

中，期待更多观众带着这份期待

和感动，与想见的人一起去看

“想见你”。 （赵丽）

本报讯 12月 27日，张艺谋导演

新作《满江红》宣布定档 2023年大年

初一，定档之际，《满江红》释出了先

导主海报以及首款预告，于一静一动

之间，将六位主演的角色造型逐一展

示，同时，透过演员们的神情状态，影

片中迷局深藏、悬案待破的紧张氛围

呼之欲出。

《满江红》的首款预告给了人耳

目一新之感。整个预告片的运镜仿

佛是一场视觉探险，观众跟随着镜头

的快速移动，不断接收关于影片的各

种信息。结合着强节奏鼓点，每个演

员的名字都以一种十分有仪式感的

形式出现在画面之上，定格的刹那给

人强烈的冲击感。随着镜头在宅邸

中不断切换视角，进入镜头的演员也

在不断增加——沈腾、易烊千玺、张

译、雷佳音、王佳怡、岳云鹏六位主演

都似乎背负着让人猜不透的任务，逐

一进入到画面中。无法预测的镜头

走向，以及主演们的接力登场，把观

众带入到了这起“凶杀案”的迷局之

中，并跟随主演们紧迫的步伐，试图

开启对真相的追寻。

先导主海报中，浓郁黑色宅邸、

落满皑皑白雪的屋顶，与书有《满江

红·怒发冲冠》词句的鲜红地面交相

映衬，而在红底黑字的《满江红》词句

之上，一个端坐姿态、身着官服的人

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制力量。沈

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王佳怡、

岳云鹏六位主演以不同姿态于此封

闭宅邸中站立，冷峻之中隐隐透出一

种相互牵制、充满张力的氛围。但他

们在片中究竟是何身份？悬念依旧

亟待揭晓。

透过先导主海报不难看出，张艺

谋这一次要让几位主演展现前所未

见的一面。手上戴着刑具，一脸筹谋

的沈腾，完全没有了以往喜剧电影里

让人忍俊不禁的样子；易烊千玺的胡

须与疤痕造型，结合随时出鞘的手中

刀，让他看起来稳重中带着几分狠

绝；张译看似文质彬彬，手摇折扇一

脸看热闹的表情；雷佳音悠闲逗鸟，

在剑拔弩张的环境下颇有闲情逸致；

王佳怡背靠庭柱，身在暗处旁观，却

似将局中众人尽收眼底；岳云鹏则一

改往日形象演绎“笑里藏刀”，让人不

由心头一颤。

据悉，电影《满江红》讲述了一个

基于一定历史背景虚构的故事：南宋

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

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

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

一个小兵与亲兵营副统领机缘巧合

被裹挟进巨大阴谋之中……将传说

中的未解之谜，以全新的视角进行

讲述。

该片由北京欢喜首映文化有限

公司、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艺榭

（青岛）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欢十喜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黎枫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

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司、北京羊踯

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麦塔维艺术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出品，天津猫

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控宣

发，影片将于 2023年大年初一正式

公映。

（赵丽姬政鹏）

张艺谋新作《满江红》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

本报讯 12月 23日，由中共重庆

市南岸区委宣传部、重庆市南岸区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大学美视

电影学院、重庆电影集团等共同发起

的第四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荣誉

盛典在重庆南岸举行。

中共南岸区常委、南岸区委宣传

部部长包茹华，重庆大学党委副书记

冯业栋，重庆电影集团总裁、重庆电

影家协会主席、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

组委会主席团成员黄翔，原北京电影

学院院长、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组委

会主席团成员张会军，中共重庆市委

宣传部电影处处长、重庆先锋艺术电

影展组委会主席团成员刘贵明等参

加荣誉盛典。

第四届先锋艺术电影展主题为

“万物生：聚先锋影像，呈万物生

长”。典礼现场，《随风飘散》、《矮

婆》、《不二兄弟》、《故乡异客》、《食两

淡就传》等影片获得“先锋杯”荣誉，

《清明梦》、《给大卫穿上衣服》、《谑视

幻维录》、《游》、《最后一天》、《正常》

等影片获得“美视杯”荣誉。

其中，《不二兄弟》被评为“先锋

杯”评委会荣誉，其主演李茂被评为

“先锋杯”最佳男演员。“这部电影由

真实故事改编，聚焦的是自闭症患者

这一特殊群体，同时又体现了互为唯

一的兄弟情。”荣誉代表接受颁奖时

表示，此奖项对创作团队来说是莫大

的鼓励，让他们有信心将电影人的爱

传播下去。

第四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自

2021年 5月 28日开始，持续至 9月 8
日，共征集到海内外影片710部，最终

进入评审流程的有效报名影片为667
部，其中短片 625部，长片 42部，国际

影片制片地区涵盖了俄罗斯、西班

牙、加拿大、伊朗、德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缅甸、泰国等。经过评委们专

业地评审，最终 39部短片入围了竞

赛，其中剧情短片 25部，实验短片 4
部，纪录短片7部，动画短片3部。

因疫情的反复，自 11月 9日，第

四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开幕以来，

影展展映单元开启了长达一个多月

的线上展映单元，26部长短片佳作登

陆视频平台与全国影迷朋友们云上

相遇。同时，影展还联合重庆大学美

视电影学院举办了优秀学生短片作

品展映，开展即邀请了张大磊、周全

等导演以直播的形式举办了“从短片

出发”等线上电影沙龙活动。

据悉，先锋艺术电影展成立于

2018年，策展初衷为挖掘全国青年艺

术电影人才，带动艺术影片发展，鼓

励国内外优秀艺术影片创作，发现和

扶持艺术电影创作人才，孵化优质艺

术电影创作项目，促进艺术电影与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

作。作为重庆主城地区规模最大的

艺术电影展，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已

成功举办三届，成为重庆市级五大电

影展之一。活动最后，现场宣布第五

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正式启动。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杜比实验室携手

环球音乐在北京寰映影城合生汇店

杜比影院，举办《阿凡达：水之道》电

影原声音乐杜比全景声版独家视听

会暨“帧”享观影活动。现场观众

在杜比影院，体验到了《阿凡达：水

之道》电影原声音乐的杜比全景声

版所勾勒的恢弘与悠远，并且享受

了一场由杜比视界 3D、4K、48 帧高

帧率和杜比全景声呈现的《阿凡达：

水之道》电影盛宴，感受电影全球首

映同款的杜比体验。

随着《阿凡达：水之道》的正式

上映，国内观众可以在杜比影院，享

受到全球首映礼同款的杜比沉浸式

观影体验。电影在杜比影院“黑”科

技的呈现下，让观众更完整、更真实

地感受到导演所要传递的创作意图

和每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创意巧思。

导演卡梅隆分享道：“杜比全景

声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创作，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也深切体验其巧

妙之处。譬如，如果我们在森林里，

希望听到昆虫的声音，希望听到周

围的各种声音。将观众吸引进去，

感觉自己身处影片之中，而不是在

影片之外远远地观看。”

（赵丽）

第四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荣誉盛典举行

《阿凡达：水之道》原声配乐杜比全景声版
独家视听会暨“帧”享观影在京举办

《想见你》上映首周

票房口碑双丰收

本报讯 近日，由刘循子墨执导的

悬疑喜剧电影《扬名立万》发布台版

预告，宣布将于 2023年 1月 6日起在

中国台湾网播上线。

《扬名立万》是导演刘循子墨的

大银幕处女作，由尹正、邓家佳、喻恩

泰、杨皓宇、张本煜、柯达、秦霄贤等

主演，讲述了一群电影人为将一起惊

天大案拍成电影而齐聚一堂，创意层

出不穷之时，却不曾想“凶手”也来到

了现场的故事。

影片于 2021年 11月 11日上映，

上映周期共60天，收获了9.26亿票房

的好成绩。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滨口龙介导演

的电影《驾驶我的车》宣布定档 12月

26日在中国内地线上放映。

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村上春树

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西岛秀俊

出演妻子去世的中年演员，在一次戏

剧节中，他认识了自己的派驻女司

机，在相处过程中，一趟互相救赎的

旅途逐渐展开。

《驾驶我的车》一经问世便大获

好评，相继获得了第 74届戛纳电影

节最佳编剧奖、第 79届金球奖最佳

外语片、第 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

片等殊荣。

（花花）

本报讯 日前，电影《大汉军魂》

正在线上热播。《大汉军魂》由导演

谷石军执导，刘卫兵担任编剧，黄

海冰、张晨光、杜玉明、周海媚等

出演。

《大汉军魂》讲述了由黄海冰饰

演的一代名将耿恭驻守边塞疏勒

城，遭匈奴两万精锐铁骑围城。两

军力战，各有伤亡，大汉将士虽击

退匈奴，却也仅剩下 300 余人守

城。敌方再次进攻，围而不打，妄

想将断粮缺水的汉军逼至投降。

在将领耿恭的带领下，汉军们

浴血孤城数月，最后仅剩 13 人，面

临着弹尽粮绝，耿恭率领仅剩的 13
人打开城门浴血抗敌，拼死守护城

池抵御外侵，这一壮举成就了真正

的大汉军魂，为后代世人所称颂。

《大汉军魂》将这尘封的历史艺

术化的呈现给大家，杜振河作为

《大汉军魂》的联合出品人，他说：

“《大汉军魂》力图把人物的精神和

家国大义传达出来，这才是我们这

部影片的意义。”

（花花）

《扬名立万》2023年1月6日中国台湾网播

电影《大汉军魂》线上热播

《驾驶我的车》12月26日在中国内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