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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保镖》

“第一保镖”高峰重回江湖，曾经的

致命对手“死而复活”，对主人公步步追

杀，营救之路杀机四伏……

上映日期：1月6日

类型：动作/罪案

编剧：耿弘明/王升升/王星哲

导演：王星哲

主演：王清亭/王洪祥/李炳雷/唐昕

出品方：西安星道影视等

发行方：山西菲尔幕文化传媒

《龙珠超：超级人造人》（日）

曾经被孙悟空击败的红绸军卷土

重来，创造出了自称是超级英雄的人造

人伽玛1号和伽玛2号。悟饭、比克与

两位超级人造人狭路相逢，展开了激烈

的对战……

上映日期：1月6日

类型：动画/冒险

编剧：鸟山明

导演：儿玉彻郎

出品方：日本东映动画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女生规则》（印）

一场聚会上，一名女生为了拒绝男

生的侵犯而失手砸伤男生，随后她与同

伴不断受到男方的威胁和骚扰，并被男

方以“故意伤害罪”告上法庭，一场黑白

颠倒的诉讼就此展开。

上映日期：1月6日

类型：剧情/罪案

编剧：舒吉特·瑟加等

导演：阿尼鲁德·罗伊·乔杜里

主演：阿米达普·巴强/塔丝·潘努/

基尔蒂·库哈里

出品方：拉希米·沙玛电视电影有

限公司

发行方：中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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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影《无名》近日宣布定档

2023年大年初一。影片由导演程耳倾

力打造，梁朝伟携手青年演员王一博

出演，更有周迅、王传君、黄磊、张婧

仪、大鹏等实力演员，共同演绎这部谍

战巨制。

随着电影《无名》定档，片方同时

发布了一张满是细节的海报，梁朝伟

与王一博二人神情凝重，眼神中写满

秘密，又仿佛暗藏玄机，腥风血雨一触

即发。黑白的质感不仅凸现了神秘独

特的年代感，也让两位主角间博弈的

紧张感透过画面传递给观众，令人好

奇这二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更想进

一步探究影片中的故事。

在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影片主

演王一博特意在辞旧迎新的零点之

际，宣布《无名》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

影片定档的消息迅速引爆互联网，早

就期待已久的观众纷纷留言表达激动

之情：“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后就一直

在期待程耳导演的新作，我们春节档

电影院见！”；“无论是导演还是主演阵

容都充满惊喜，大年初一必看《无

名》”；“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想到是以

这种方式官宣的，相信《无名》会是春

节档最特别的一部大片！”

电影《无名》定档后，在各大社交

平台上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热度，不

仅飞速登上微博热搜话题，也占据了

灯塔实时想看第一，以及各大票务平

台新增想看榜、豆瓣实时热门书影音

榜单。《无名》也是导演程耳继《罗曼蒂

克消亡史》后，时隔六年打造的全新

力作。

（杜思梦）

本报讯 1月 1日，第九届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开幕。聚焦 90
后成长与创业的励志影片《青春几回

合》受邀参加开幕式红毯，影片制片人

任维，主演骆明劼、胡嘉欣，出品方代表

王哲涵、曹书寰亮相。

据悉，《青春几回合》以 90后创业

故事为主线，着力展示普通青年创业者

在时代洪流中的奋进历程、个人成长、

青春感悟。在此前的新片发布会环节，

各位主创也对影片和角色进行了解读

分享，并首度曝光了刚刚结束的杀青

特辑。

据任维介绍，《青春几回合》以年轻化

的制作班底讲述“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

小故事”，并融合了爱情的甜与咸、成长的

酸与苦以及价值观的碰撞与争执，力图更

立体地刻画一代人的青春群像。

导演马小刚远程发来VCR，表示希

望影片能够从多个层面展现丰富多彩

的、立体的创业者形象，也希望在疫情

冲击后，这样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影片能

够带领大家早日走出阴霾。

影片出品方和宣发方代表王哲涵

和朱玉卿，在现场呼吁媒体关注这部

“聚焦青年创业，展现时代风貌”的青春

励志电影。王哲涵表示，跨界投资电

影，主要是影片中 90后们的创业精神

打动了他，也很契合当下的时代潮流，

期待能给观众更多的正向引导。朱玉

卿表示，当下的电影主流观众都是 90
后，甚至是 00后，但大银幕上还缺少反

映他们的生活、奋斗、青春、爱情的影

片，希望《青春几回合》能够填补这一空

白，与年轻的观众实现更多互动。

《青春几回合》目前正在紧张的后

期制作中，计划于 2023年暑期正式上

映。影片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山东乐旋影业有限公司、保利影业投资

有限公司、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出品。 （姬政鹏）

本报讯 日前，第九届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之西影特别单元——西部电

影周开启为期三天的展映。“西影·春光

青年短片展”为电影周的活动之一，由

导演万玛才旦、杨荔钠，行业一线制片

人黄旭峰等组成评审团，面向全球电影

专业高校学生征集作品。本届“西影·
春光青年短片展”的开幕影片《拨浪鼓

咚咚响》由白志强执导，芦苇监制，曾斩

获多项国内外电影大奖。《拨浪鼓咚咚

响》作为“西影·春光青年短片展”的开

幕影片，将以三秦大地为起点，在这个

冬日，带观众开启一程温暖的光影

之旅。

《拨浪鼓咚咚响》主要讲述了货车

司机苟仁唯一的儿子因病夭折，满腔悲

愤踏上寻仇之路，途中却被一心想找到

在外打工爸爸的“熊孩子”毛豆大闹货

车，一大一小同嬉笑、共患难的动人故

事。影片没有启用一名专业演员，“全

素人”本色出演，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泪

水与笑声交织。

据介绍，影片在陕北取景拍摄，导

演白志强是陕北清涧人，主创班底都也

都来自陕西，小男孩“毛豆”一角的扮演

者白泽泽是从陕北县里 2000多个孩子

中“海选”出来的，是一部原汁原味、土

生土长的陕西原生态影片。

现场观众在观影后也反响热烈，有

观众在映后采访中表示电影人物都讲

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台词具有西北人

特有的幽默感，他在观影时不需要观看

字幕，倍感亲切。影片所呈现的陕北风

土人情也无比真实，让人一下子被带回

熟悉的童年记忆，这与白志强希望影片

具备的“要命的真实感”不谋而合。

映后交流环节，白志强与演员惠王

军、白泽泽与观众惊醒互动，两位“素

人”演员在影片中自然、真实的表演令

观众大呼精彩。“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

一直沉浸在角色里，现场一度感性落

泪，白泽泽则开心地分享了“我爱乱跑，

没我镜头时他们找不到我人”、“哭戏哭

不出来”的拍摄趣事。导演白志强在现

场表示，影片将于不久后在全国院线上

映。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雪村、俞晴执

导的电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曝光

首支预告片，王千源、黄圣依、魏晨、

雪村、林永健、包贝尔、程野、修睿、

杜海涛等主演依次亮相，该片将于

2023年上半年择档上映。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原本是雪

村在 2001年推出的一首歌曲，也是

电视剧《东北一家人》的主题曲，传

唱于大江南北。雪村曾表示早在二

十多年前创作这首歌曲时就有将其

搬上大银幕的想法。影片讲述了在

极端严寒的天气、恶劣的环境下，围

绕民间救援队在长白山展开的凶险

而紧张的营救故事。 （花花）

本报讯 日前，《深海》正式宣布

定档大年初一，并发布定档预告及

海报。《深海》的视效采用全新研发

的“粒子水墨”技术，为观众带来世

界一流、一生难忘的大银幕奇观。

定档预告，颠覆了此前网友的

猜测。《深海》在奇幻冒险的外壳

下，承载的却是对于“生命”的探

讨。女主参宿是一个生活在每个

人身边、却又普通到容易被忽视的

小女孩：习惯性将自己“藏”在红帽

衫中，来躲避热闹的人群；习惯性

责备自己，觉得一切“都是我的

错”…… 在人均“情绪病”的当下，

观众极易在《深海》找到共鸣：希望

每个人都能解开“心结”，找到“生

命的出口”，在新的一年，获得真正

的开心。定档海报由著名设计师

黄海设计，女主参宿“以海为被”，

展现出影片“宜春节观看”的强治

愈特质。

预告细节也耐人寻味：来自

“深海”的魔法船长南河到底什么

来头？参宿的“心结”究竟是什

么？沉入海底的红卫衣有何隐

喻？众人携手对抗的“红鬼”是否

暗示更大危机？不同于首款预告

的“美哭”、角色预告的“萌哭”，此

番定档预告的情绪张力，让观众相

信《深海》还会不断带来意想不到

的内容。

另一方面，《深海》在技术和风

格上孤注一掷的创新，只为让世界

重新看到中国动画：2015 年，田晓

鹏导演用《大圣归来》证明了中国

动画脱离“子供向”单一赛道，也能

以高标准做出“像样的”的三维动

画；时隔七年后，《深海》将再一次

挑梁前行，让世界看到中国动画不

仅“能做到”，而且“能做好”！观众

将能在今年春节亲眼见证又一里

程碑的诞生。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电影《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发布新年新预告和海

报。影片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

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

丁冠森、孙浠伦、阿如那等领衔

主演。

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上世

纪 90年代初，中国乒乓女队成绩斐

然的同时，中国乒乓男团却处于低

谷时期，在徐寅生、李富荣等老一代

乒乓人和领导的支持下，时任男乒

主教练的蔡振华临危受命组建新队

伍，带领马文革、王涛、丁松、刘国

梁、孔令辉“五虎将”，经过一段时间

的苦练，终于在 1995年天津世乒赛

绝地反击、重回巅峰。

一同发布的海报中，邓超、孙

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丁冠

森、孙浠伦、阿如那、吴京、梁超等集

体亮相，阵容齐整，蓄势待发。导演

邓超、俞白眉曾坦言，他们希望通过

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故事

完成一个比喻，即当我们遭遇了中

国男乒一般的低谷，同时又要重新

攀上珠穆朗玛峰一样的高度时，我

们该怎么办？在二位导演看来，“一

旦走进中国乒乓的那段往事，一定

会被当年的经历所激励。失败感是

无处不在的，但我们相信这是人类

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最宝贵的东

西。”

俞白眉导演更分享道：“我最深

刻的感受，这不是一个讲述人怎样

获得成功的故事，它讲的是人怎样

面对失败，因为人总会面对困境。

我们希望这个电影在这方面和观众

对话，希望把我们痴迷于中国乒乓

历史的过程中得到的精神力量，和

观众分享。” （影子）

本报讯 由剧版原班人马打造的

年度高分爱情电影《想见你》近日发

布新年彩蛋视频，“凤南小队”再度

集合，柯佳嬿、许光汉和施柏宇三人

惊喜现身，纷纷送上对观众新年的

祝福。

彩蛋视频中，“凤南小队”再度

集结在一起，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柯佳嬿表达了对这三年来一直支持

和喜爱《想见你》观众的感谢，许光

汉和施柏宇说道电影《想见你》的故

事会一直留在大家的心中，电影不

只是记录了关于几位主角勇敢追爱

的奇幻故事，也更应借由电影中的

这份不顾一切的勇气，大声对自己

身边重要的人表达想念和爱意，“一

日凤南，终生凤南”的三人最后也送

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新的

一年见到你想见的人，2023年最重

要的就是想见你，什么都无法阻止

我们和想见的人相见”的新年祝福。

此外，新年彩蛋还拍摄了许许

多多在我们身边的人表达对见想见

之人的心愿，拍摄内容真实且贴近

生活，这些人中有医生、空姐、环卫

人员、咖啡店老板、警察、妈妈、小

孩、都市白领，还有在外打拼的你和

我，这些声音饱含着在过去的一年

中大家对亲人、爱人及朋友等想见

之人的想念和心愿，愿大家在新的

一年，都可以见到想见的人；彩蛋中

这份对想念之情的真挚表达也是电

影《想见你》中不顾一切奔向所爱之

人时传递的的勇气和信念。

《想见你》自上映以来口碑好评

不断，强势领跑贺岁档，目前票房已

破两亿元；除票房成绩喜人之外，影

片的好口碑也成为大家新年热议的

话题之一，影片猫眼评分9.1、淘票票

评分9.0。影片在跨年夜很多开展了

一系列跨年活动，“仪式感拉满”。

看一场 22:13分的《想见你》就可以

和自己想见的人一起穿越到 2023，
电影中黄雨萱和李子维看漫天烟花

一起跨年的时候，观众也可以同频

跨年。

有观众称赞道：“经典的BGM响

起时，我就好像也穿越到了李子维

和黄雨萱的身边，见证了他们的爱

情，见证了这三年，也见证了自己的

青春”；“电影中有不少元素跟剧版

形成了呼应，是非常具有示范意义

的影版改编方式，也让人物之间的

每一次相遇戏都变得富有深意、格

外动人”。此外还有许多观众表示

要在新年继续“二刷”《想见你》，电

影后劲十足，更有“骨灰级”影迷总

结出看《想见你》的观影打开方式，

“第一遍看多次穿越的设定和人物

关系，二刷看细节和与剧版设定的

呼应，三刷沉浸式感受李子维和黄

雨萱等待三年的极致爱情，越看越

有！”

（赵丽）

本报讯 日前，电影《再看我一

眼》发布海报，定档 2023 年 2 月 14
日，该影片由导演陈天爱执导，范事

成、卢梦琳、邹梓越、吴烨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路大童与简珊的生

命之恋，在生与死面前，相爱的同时

相互治愈，体悟爱的真谛的故事。

（花花）

电影《无名》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

《青春几回合》亮相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影·春光青年短片展”开幕

《拨浪鼓咚咚响》传达陕西原生态电影力量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发预告

电影《深海》定档大年初一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发布新预告

《想见你》发布新年彩蛋视频

《再看我一眼》定档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