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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刘晓世导演，桂冠、刘

晓世编剧，王一博、胡军、于适领衔主

演，周冬雨特别主演，卜钰、翟宇佳、王

子宸、芦鑫等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

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宣布进军五一

档。海报上，翱翔天际的战斗机呈现

出一种硬核而神秘的美感，试飞员稳

坐机舱，整装待发，如炬的目光中满是

“砺剑苍穹，护我长空”的坚定信念。

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背后不

仅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也需要试

飞员们一次次对飞机的性能边界和极

限状态进行测试。片中，雷宇（王一

博 饰）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

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

将在队长张挺（胡军 饰）的带领下，参

与到新型战斗机的试飞工作，在不断

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一个

个危机接踵而来……

《长空之王》聚焦新时代中国军事

变革与航空武器装备发展，在空军和

航空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包括

歼-10C，歼-16，以及歼-20在内的多

款我国尖端机型将震撼亮相银幕，让

众多军迷、影迷一睹“国之重器”的风

采。在这些战机的问世之路的背后，

是代代无悔耕耘的航空人。其中，试

飞员们需要通过一次次挑战个人极限

的试飞任务来试出新飞机的极限和性

能边界。在拍摄中，王一博领衔的青

年演员们也秉持着一颗敬畏之心，从

身形身姿、精神面貌、专业知识等方面

下足功夫，力求真正走进这群“刀尖上

的舞者”，呈现出当代空军试飞员的精

神风貌。

该片由空军和航空工业集团，以

及中国融通文化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参

与支持；由上海亭东影业有限公司、北

京阿里巴巴影业文化有限公司、融动

影视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中航

环球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桂子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品，上

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发行，是

“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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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撩汉天花板”片段，当“冷

面杀手”多伦多遇上“佩妮”凯莉·库柯

饰演的“撩汉高手”，“秒变羞涩憨憨直

男”。面对眼神杀、搂腰、贴面等一系

列行云流水的操作，初次约会的两人

瞬间碰撞出粉红泡泡，浪漫花火四射。

此次发布的片段中，泰迪与妻子

约会为避免多伦多充当“电灯泡”的尴

尬，特意叫来了他们的好友安妮。没

想到，金发女神安妮直接变聚会为大

型“撩汉”现场，先是调侃多伦多为“高

大、深沉、可怕”的先生，继而又借“黛

博拉”大做文章，内涵她“拥有八个气

缸，强劲的马力。”而当多伦多犹豫是

否要实现自己的餐馆梦想，安妮更是

大秀“知心姐姐”的魅力，表示自己一

定会去捧场，令多伦多彻底沦陷。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安妮的“宅男

女神”凯莉·库柯曾凭借《生活大爆炸》

系列而大火，此番在《唬胆特工》中惊

喜亮相，让人颇为惊艳。她对多伦多

擒耳、搂腰、贴面等动作全套一气呵

成，令影片粉色泡泡四溢，满屏都是浪

漫气息。如果说这部电影靠着硬核的

动作场面火力全开，那这些浪漫的元

素则是不可或缺的佐料，为影迷带来

了独特的观感。

电影《唬胆特工》由索尼哥伦比亚

影片公司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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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发

行，《龙珠》原作者鸟山明鼎力操刀担

任人物设计与编剧，儿玉彻郎执导，

野泽雅子、古川登志夫、皆口裕子等

领衔日语配音的超人气动漫电影《龙

珠超：超级人造人》日前举办“斗志不

灭，热血重燃”超前观影。映后好评

如潮，观众表示“热血开年，斗志昂

扬”！

活动现场，观众热情满满，纷纷

拍照合影，以此纪念记忆中的龙珠情

怀。电影票根独具特色，悟饭比克的

经典形象，将观众瞬间拉回热血“中

二”的青春时代。

观影期间，随着孙悟饭、比克的

全新进化，野兽悟饭、橙色比克惊喜

亮相，观众也随之热情高涨，压抑不

住内心激动的心情。当悟饭比克一

方与红缎带军团正式开战时，双方激

烈的打斗以及释出的各种大招，都让

现场观众热血沸腾，直呼“过瘾”。

映后，观众更是大方分享自己的

龙珠记忆，“老粉”展示收藏，发小重

聚观影，更有观众被电影的热血高能

击中，激动表示“新一年用这部热血

电影开年，特别合适”！不仅如此，观

众对经典台词，人物技能等问题更是

秒答，这让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影片正以 2D/Cinity/中国巨幕/杜
比影院/IMAX格式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张艺谋执导的

春节档电影《满江红》发布张译角

色预告，行事诡谲、心机深沉的宰

相府总管何立穿梭于各个甬道与

院落之间，腰间神秘诡刃骤然出

鞘，众人生死只在其一念之间。除

了人物身份及性格的不断展露，更

多故事悬念也层层释放，激起观众

无限好奇与猜想。

预告中，张译所饰演的宰相府

总管何立关键字为一个“诡”字。张

译对于这个角色的把握极其细腻，

虽然看似是文官身份，但他似笑非笑

的表情以及仿佛洞悉一切的微妙眼

神，都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查案过程

中他表现得雷厉风行，配合着节奏感

强烈的鼓点，斡旋于各个人物之间，

凭借一把诡刃在谈笑风生间便能定

夺他人性命。任凭谁都难以捉摸他

诡谲多变的心思，最后一句“谁活？

我定”搭配一个讳莫如深的眼神，更

是将紧迫氛围推到极致，令人迫不及

待想潜入迷局一探究竟。

影片由张艺谋执导，陈宇、张艺

谋编剧，沈腾、易烊千玺担当双男

主，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

衔主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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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23 年大年初一正式公

映。 （赵丽）

本报讯 近日，由苏伦导演、编

剧，雷佳音、张小斐、张宥浩领衔主

演，沙溢、刘敏涛、余皑磊特别出演，

丁嘉丽、吴彦姝、杨恩又、曹桐睿主

演，岳云鹏、杨迪、徐志胜、宋家腾特

邀出演的合家欢喜剧电影《交换人

生》发布“一家子活宝”版预告及“指

定好笑”版海报。

预告中，雷佳音、张小斐、张宥

浩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奇“换”之

旅。雷佳音与张宥浩换身后，和好

兄弟曹桐睿谋划“搞事情”，在换回

去之前不仅要把钱花光，还要毁掉

和女神张小斐的约会，不能让她爱

上“大叔外壳”的自己。预告中，雷

佳音使出浑身解数，疯狂地在张小

斐的雷点蹦迪，十分好笑。曹桐睿

还给雷佳音摇来了各领域的“大

佬”，一众喜剧群星惊喜亮相，组团

爆笑过年。面对着换身后的雷佳

音，好兄弟曹桐睿狠吐槽，“你变成

这大叔太难看了”，雷佳音听到后的

委屈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电影伴随预告还发布了一张

“指定好笑”版海报，雷佳音独自一

人站在一旁，脸上带着少年特有的

天真笑意，他将手指向由张小斐、张

宥浩、沙溢、刘敏涛、丁嘉丽、吴彦姝

和杨恩又组成的大家庭。对于这个

开心的大家庭，雷佳音的眼神中也

透露出一丝羡慕。大家笑容洋溢地

站在稻谷面馆前，满满欢度新年的

喜庆氛围。《交换人生》讲述的是雷

佳音和张小斐相亲后，意外和暗恋

张小斐的少年张宥浩交换身体，还

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意外开启了

一段充满欢乐的“奇换”之旅。

该片将于 2023年大年初一全国

上映。 （影子）

本报讯 近 日 ，由 易 小 星 执

导 ，乔 杉 、范 丞 丞 领 衔 主 演 ，马

丽、张婧仪特别出演的合家欢公

路喜剧《人生路不熟》发布首支正

式 预 告 及“ 全 家 笑 飞 ”版 海 报 。

《人生路不熟》讲述的是一家四口

意外开启的一段有笑有泪的卡车

之旅。预告中，未来岳父乔杉首

次见准女婿范丞丞，不仅被送了

一个“冻猪肉上”的见面礼，还阴

差阳错地被范丞丞澡堂壁咚，准

岳母马丽则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

大 地 感 叹 ，“ 我 的 天 啊 ，还 挺 浪

漫”，张婧仪则不忍直视，让人笑

出了声。

范丞丞走过最难的路，就是

未来岳父乔杉的套路。预告中，

乔杉不停地使出各种手段考验范

丞丞，范丞丞对张婧仪自信保证，

“我一定在你爸面前好好表现”，

但没想到越努力越翻车，不仅没

能哄好岳父，还让岳父频频翻脸，

让人笑个不停。预告里常远、田

雨、尹正、张熙然惊喜出现，让人

好奇他们将会和一家四口展开哪

些令人笑翻的有趣互动。

电影伴随预告还发布了一张

“全家笑飞”版海报，乔杉、范丞丞、

马丽、张婧仪一起跳跃在空中，笑

盼着远方。背后是大卡车和一望

无际的草原，旁边还有一只飞着想

要吃掉“咸鱼”的狗，格外吸睛和可

爱。让人对一家四口的一路笑翻

的卡车之旅，充满期待。

该片将于 2023 年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由真实故事改编的赛车

动作电影《头号赛车手》（暂译）发布先

导特辑，影片讲述了一位《GT赛车》游

戏玩家通过GT学院的选拔与培训，最

终成长为世界知名职业赛车手的励志

热血故事。

此次发布的先导特辑中，饰演詹

恩·马登伯勒的阿奇·马德基、饰演丹

尼·穆尔的奥兰多·布鲁姆、饰演杰克·
斯雷特的大卫·哈伯共同亮相，独家揭

密影片的硬核看点。阿奇·马德基透

露，影片拥有激动人心的竞速场面和

跌宕起伏的剧情以及一段浪漫的感情

戏。大卫·哈伯表示：“这是部超炫酷

的赛车动作片，你会感觉从头到脚置

身其中。”而奥兰多·布鲁姆则力赞：

“这部电影是为大银幕而生的，观众会

在震撼的轰鸣声中，体验时速 200英

里时每个颠簸带来的刺激。”

影片由动作科幻大片《第九区》导

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执导，奥兰多·布

鲁姆、大卫·哈伯、阿奇·马德基、杰曼·

翰苏等主演，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与索尼 PlayStation联合重磅打造，

将于2023年8月11日起全球献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电影《深海》宣布

将于大年初一同步在全国 IMAX影院

上映，并发布全新海报。此前作为国

漫大片《姜子牙》的片尾彩蛋，《深海》

公开了一支概念预告，因其震撼的

“出屏”3D效果收获了万千网友期待，

一举登上热搜高位。此次通过 IMAX

水准的视听品质和身临其境的观影

环境，《深海》绚丽的光影和色彩将展

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本次公开的 IMAX专属海报还原

了深海世界的绚丽一隅。缤纷的漫

天云霓由水母、蝠鲼、鲸鱼等梦幻灵

动的漩涡鱼群幻化而成，粒子漫天倾

泄，共同渲染出一副梦幻唯美的海天

画卷。极具想象力的画面勾勒出让

人无限神往的梦境：在七彩阳光洒落

的海天尽头，又隐藏着何等超越想象

的秘密？相信 IMAX的极佳观影效果

会帮助观众们掀开深海世界的神秘

面纱，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美学巅峰

之作。

此番公开的影片插曲《小白船》

MV中，深海船员集结登场，上百只可

爱的萌物嬉闹舞蹈，趣味十足。据了

解，影片中海獭的年龄设定是学龄

前，海獭表演也更贴近小朋友的状

态，萌态尽显。自角色预告发布起，

《深海》中的“萌萌哒”海獭就征服了

众多网友，连演员赵丽颖也换上了海

獭“糖豆儿”的头像，网友纷纷表示

“想偷一只回家”。

《深海》由田晓鹏执导，十月文

化、彩条屋影业出品，将于 2023大年

初一全国上映。 （影子）

张艺谋春节档新作《满江红》发布张译角色预告

《交换人生》发布“一家子活宝”版预告

《深海》发布IMAX版全新海报

合家欢公路喜剧《人生路不熟》发首支预告 电影《头号赛车手》发布先导特辑

《长空之王》发定档海报进军五一档

《龙珠超：超级人造人》观众重返“中二”青春热血

《唬胆特工》发布全新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