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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寄语：

▶ #交换人生太有过年的氛围了# 每年都在过年期

间看一部喜剧电影，也算比较应节了。喜欢那其乐

融融的过年氛围，特别暖。

▶ 光是看到雷佳颖和张小斐，我就觉得这部电影错

不了，就让我们一起锁定大年初一，一起体验欢乐的

笑声。

▶ 吴彦姝奶奶真的很敬业呀！因为有需要表演Rap

的戏份，奶奶就认真的练到了凌晨三点。在拍摄的

时候也得到了身边很多工作人员的好评，奶奶太

牛啦！

▶ 雷佳音张小斐公费打电玩简直爽到飞起，这么热

闹的氛围瞬间就有过年内味儿了！

▶ 苏伦导演和雷佳音合作的《超时空同居》就特别

好看，对交换人生的期待已经拉满，就等着大年初

一进电影院看雷佳音和张小斐的“鞍山爱情故

事”啦！

▶ 据说“斐妈”是女主角，这是“斐妈”继“李焕英”之

后的又一部女主戏，希望“斐妈”能够平稳过渡，稳扎

稳打，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电影圈绽放光彩，成为具

有票房号召力的女主角。

▶ 人生，不被定义。虽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

生，但是能和他人交换也太赞了吧，体验不属于自己

的人生，在回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明白他人的喜怒哀

乐，走好自己的人生。

本报讯“快乐长沙，韵味星城。”集齐

这 8个字就有机会获得优惠观影券，乐享

春节档大片！1月 20日，长沙将推出集字

优惠观影活动。这是近段时间长沙积极

营造观影氛围、激活电影市场活力、提振

行业信心的又一举措。一系列举措的刺

激，加之影片供给增强，尤其是春节档的

临近，让业界看好电影市场回暖。

多举措吸引电影观众回流

“快乐长沙韵味星城”集字优惠观影活

动以“光影相伴 温暖过节”为主题，为期一

个多月。其间，长沙市将发放4次20元优

惠观影券，发放日期为 1月 20日、1月 25
日、1月30日、2月3日，共计1万张。市民

点开活动网络链接即可获得“快乐长沙 韵

味星城”任意一张字卡，分享给其他好友助

力，即有机会集齐8张字卡。每一次发放，

前 2500 位集齐者可获得 20 元优惠观影

券。预计至少有8万人将参与到活动中。

据长沙市委宣传部电影处介绍，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繁荣发

展电影事业和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长沙推出了一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对于营造浓厚观影氛围，吸引观

众回流，刺激文化消费，提振行业信心具

有重要作用。

“10天超过65万人次参与投票，一开始

我们真没想到！”近日，“长沙市首届我最喜爱

的影院评选活动”十佳影院票选结果公布，工

作人员介绍，评选活动总票数为651218票，

访问量达656117人次，十分火爆。

十佳影院票选活动通过为期 10天的

在线投票，评选出了长沙横店潇湘王府井

影城等 10家最受市民喜爱的电影院。入

选的电影院在票房、地域等方面颇具代表

性，全市电影院得到一次集中展示，也加

强了电影院与观众的互动。

十佳影院票选是长沙市委宣传部、长

沙市文旅广电局主办的“奋进新征程 光影

耀星城”长沙市第九届公益电影放映月活

动之一。“电影月”还推出了“手可摘星辰观

影在星城”——百城千厅公益放映活动。

活动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政府补贴、

优惠观影”。去年 12月，主办方发放了 4
次 10元优惠观影券，可在全市电影院通

兑。每张电影票的差额部分由主管部门

补贴，全市共购买电影票 60余万元，抢票

平台总浏览量超过10万人次，第一次抢票

甚至因为人数过多导致网络短暂瘫痪。

二是免费赠票。长沙市委宣传部购买

4000张电影票，赠送给道德模范、劳动模

范、医护人员、消防人员、警察、产业工人

等群体代表，电影票可在全市所有电影院

通兑，既体现了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关心爱

护，也营造了观影氛围。

业界对电影市场回暖充满期待

据长沙市电影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

去年 11月全市票房 1200万元，通过长沙

市第九届公益电影放映月各项举措的刺

激，12月为2354万元，增长近1倍，带动10
万人次走进电影院观影。今年元旦小长

假期间，全市各大电影院人气明显回升。

各项举措刺激，叠加岁末年初档期效

应，为电影市场注入活力，同时为即将到

来的春节档“暖场”。

截至目前，已有《流浪地球 2》、《满江

红》、《无名》、《熊出没·伴我“熊芯”》、《深

海》、《交换人生》、《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等7部电影宣布春节上映。这些影片题材

不一、类型多样，并且集聚了一批票房号

召力强大的导演、演员，将为观众奉上分

量十足的电影大餐。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档一直是

黄金档期，今年尤其值得期待。”湖南潇湘

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孟

青告诉记者，2023年春节档是疫情防控政

策调整之后的首个大档期，影片定档信息

引发广泛关注，相关平台观众“想看”指数

高企，业界对于春节档推动电影市场回暖

充满期待。市场回暖将反过来增强影片

入市信心，同时带动更多项目开机拍摄，

推动整个电影产业逐步复苏。

据长沙市电影业协会介绍，疫情对全

市电影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电影

市场的基本面还在。2020至 2022年，每

年都有10家左右电影院新开业，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 126家电影院正常营业，与疫情

发生前相差不多。此外，电影院也在通过

强化降本增效、开展“电影+”业务、加大升

级改造等途径谋求发展，比如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打造的《电影党史课赋能沉浸式党

史宣讲》入选了首批湖南省党史学习教育

创新案例“三十佳”名单，排名全省第四。

这些为全市电影行业在 2023年稳步复苏

提供了有力保障。 （赵丽）

《交换人生》：

一场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有爱的喜剧

《交换人生》是一部带有奇幻色

彩的合家欢喜剧，讲述了雷佳音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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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

的奇“换”之旅。

影片发布的预告中，换身后的雷

佳音，终于如愿以偿的和女神张小斐

约会，本来气氛浪漫美好，还买了超

大杯奶茶，甜度超标。但雷佳音又害

怕张小斐真的爱上了“外壳”的自己，

不惜自毁形象，用尽办法搞砸约会：

烟熏妆、嘟嘴自拍、妈宝男行为大赏，

各种奇招上阵，令人喷饭。换身后，

雷佳音和张小斐还发生了哪些令人

忍俊不禁的故事，张宥浩和家人之间

又将擦出哪些趣味横生的火花，都让

人迫不及待想要看这部电影了。

在搞笑之余，《交换人生》更展示

出“合家欢”的观影属性。近日，影片

发布了“合家欢”特辑和“全家福”版

海报。合家欢特辑展示了电影中三

个不同的有趣家庭，一个是孤身一人

的雷佳音，一个是由张小斐和妈妈丁

嘉丽组成的单亲家庭，还有张宥浩、

沙溢、刘敏涛、吴彦姝和杨恩又一家

五口幸福有爱的大家庭。海报上，张

宥浩和爸爸沙溢、妈妈刘敏涛、奶奶

吴彦姝、妹妹杨恩又，依偎在一起，幸

福地笑着，气氛温馨。

此外还有一张由艺术家刘溪子创

作的“家最珍贵”版手绘海报。海报

中，独自一人的雷佳音、充满烟火气的

张小斐母女之家，其乐融融的张宥浩

一家五口，三种风格迥异的家庭日常，

让人对电影中三个家庭之间将产生怎

样喜感又温暖的故事，产生无限遐想。

光看阵容，就想笑

《交换人生》汇集了一众“国民级”

演员阵容，含金量十足。金鹰奖最佳

男主角雷佳音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张

小斐强强联手，让人好奇首次合作的

他们将会碰撞出怎样的喜剧火花。

此前张小斐在电影《你好，李焕

英》中饰演的妈妈李焕英一角深入人

心，凭借着真挚动人的演绎，打动了

许多观众。张小斐那个笑中带泪的

转身回眸也成为了不少观众心中的

名场面，更有网友亲切地叫她“斐

妈”。此次在电影《交换人生》中，张

小斐从“国民妈妈”摇身一变成了“搞

笑女神”，经常在“女神”和“女神经”

之间无缝切换，喜感十足，在电影中

展现了不同以往的角色魅力。

雷佳音将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

既要饰演干练的精英律师仲达，又要

饰演内心是少年的陆小谷。既想要

和女神张小斐美美地约会，但又时不

时有“搞砸约会”的任务悬在心头，这

种跨越年龄的反差感和纠结，雷佳音

将会如何诠释，这位“少年感大叔”还

有哪些又萌又好笑的举动，都让人期

待不已。

张 宥 浩 此 前 出 演 过 电 影《八

佰》、《了不起的老爸》等口碑佳作，

此次也是他首次塑造“大叔感少年”

的双面角色，令人期待。还有金鸡

奖最佳女配角丁嘉丽和吴彦姝、金

鸡奖最佳女主角最年轻提名者杨恩

又实力出演。

此外，影片还集结了沙溢、岳云

鹏、杨迪等“长在笑点上的国民喜剧

群星”。“国民级”演员组合齐聚，演

绎合家欢笑的喜剧故事，陪你开心

过新年。

◎部分营销事件：

▶ 2022 年 12 月 31 日（映 前

22天）

发布首支预告。#雷佳音沙溢

交换人生演父子#、#雷佳音张小

斐新片反向约会#等话题多次登上

热搜榜，多条视频成为爆款。

▶ 2023年1月4日（映前18天）

宣布定档大年初一。猫眼想

看人数单日新增 1.8 万，较前一日

上涨81%。

▶ 2023年1月6日（映前16天）

发布“换你开心”特辑。#交换

人生贾玲探班张小斐#、#雷佳音

好像放假被妈打的我#等话题多次

登上热搜榜。猫眼单日想看人数

新增2.3万，较前一日上涨51%。

▶ 2023年1月9日（映前第13天）

发布新预告。猫眼想看人数

单日新增2万。

▶ 2023年1月14日（映前8天）

开启预售。共产生 8 个营销

话题，#张小斐请大家看交换人生

#等多次登上热搜榜。

▶ 2023年1月15日（映前7天）

发布“合家欢特辑”。话题#交

换人生预售票房破 1000 万#三次

热搜上榜，最高排名微博出圈榜第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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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换人生会交换家人，你还愿意吗？

由苏伦导演、编剧，雷佳音、张小斐、张宥浩领衔主演的奇幻喜剧电影《交换人生》定于大年初一上

映。影片的故事和设定充满了奇幻和喜剧色彩。仲达与金好相亲时，无意间被暗恋金好的少年陆小谷

撞见。因一次意外，陆小谷阴差阳错的与情敌仲达换了身，一场欢喜冤家的奇幻之旅正式开启……

《交换人生》是苏伦导演自编自导的第二部奇幻喜剧长片，前作《超时空同居》广受观众好评获得口

碑票房双丰收。曾主演《超时空同居》的雷佳音和苏伦导演再度合作，与张小斐、张宥浩联手，“国民级

阵容”将期待值“拉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