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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

责实现”，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2》
公映以来收获广大观众的好评，更获

得以中国核工业集团领衔的央企集体

支持，让科技与科幻的“梦幻联动燃爆

全网”。近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联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举办

《流浪地球 2》“核力逐梦·让科幻照进

现实”中核集团主题观影活动，将这一

中国式工业浪漫硬核续写。

《流浪地球 2》出品人、总监制、总

制片人，中影董事长傅若清，导演郭

帆，领衔主演李雪健、王智，视效总监

徐建，制片人龚格尔亮相观影活动，与

中核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王杰之以

及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研

究员钟武律、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高级工程师苏杨，在放映现场一起放

飞科幻想象，畅想未来科技。

《流浪地球 2》为观众带来了震撼

人心的视觉享受与无与伦比的科幻想

象，激起了银幕内外广大观众情感共

鸣与科技互动。与此同时，电影比肩

国际的制作水准更是“全球圈粉”，让

全世界见证到中国电影工业化实力之

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科幻价

值观引领观众探索宇宙奥秘，思考人

类未来，从而将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以

及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努力

表达给世界。在此期间，“小破球”更

是通过线上梦幻联动与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结缘，收获了一次全网瞩

目的“国家队”集体为影片呐喊助威的

硬核支持。

活动现场，电影《流浪地球 2》出

品人、总监制、总制片人，中影董事长

傅若清表示：“一句‘你们尽管想象，我

们负责实现’点燃的不仅是电影人的

澎湃热血，更坚定了中国科幻电影向

前的步伐。”中核集团董事、党组副书

记王杰之在致辞中评价电影展示了

“充满恢弘想象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硬

核科技”，“《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所

体现的勇于探索、奉献牺牲的精神情

怀，与‘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内

核高度一致。”还现场力邀诸位主创到

中核集团以及科研院所采风，汲取创

作灵感。

围绕科幻想象与科技未来，科幻

电影创作人与核工业科技工作者进行

了深度对话，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苏杨高级工程师观影后表示，“《流浪

地球 2》凭借良好的科技内涵，获得了

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巩固并夯

实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根基，展示了中

国未来科技应有的面貌，让我们这些

科研工作者振奋鼓舞。”

针对影片中以核为动力的行星发

动机的设计，导演郭帆与影片视效总

监徐建表示，电影中的这个庞然大物

按照原著设定为一万多米高，在三维

软件生成了海量的建模面，其工作量

是国外“万人级别”顶尖视效团队都望

而却步的繁杂、庞大，更迫切地希望能

去到中核集团核实验室参观，在未来

的创作中进一步完善行星发动机的细

节。两波分别在各自领域的逐梦人在

活动现场惺惺相惜，畅聊科幻想象与

科技梦想，令领衔主演李雪健激动万

分，以铿锵的声音喊出：“科幻照进现

实这个主题，十分有意义！”

凭借精益求精、科学严谨的创作

态度，《流浪地球 2》中的未来科技力

量在现实中都有迹可循。活动现场，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所钟

武律研究员提到，“电影里的行星发动

机烧的是石头，我们研究的‘人造太阳

装置’烧的是海水，可控核聚变作为前

沿颠覆性技术，未来有无限可能，也期

待大家尽管想象，我们科技工作者也

将继续努力，让科幻不断地变成现实，

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变能源尽快

走进千家万户。”

《流浪地球 2》公映以来，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表示按照《2017-2045 年

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天梯、地

球车站、空间驿站有望在2045年成为

现实；工信部发文支持影片中“外骨

骼”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推动机器人

融入养老服务等不同场景和关键领

域。在“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责实

现”话题下，影片涉及到的 3D打印建

造技术、智能建筑机器人、高科技钢

索、7G 网络等未来科技，也由中国建

设、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企业主动

“认领”，银幕内外共同勾连出一幅欣

欣向荣的科技强国繁荣盛景。

（影子）

本报讯 截至 2023年 2月 13日上

午，第三方权威票房网站Numero数据

显示，由华人影业在澳大利亚、新西

兰发行的电影《流浪地球2》已突破了

前作《流浪地球》在当地创下的纪

录。目前，影片仍在当地火热上映。

自影片的定档消息公布后，著名

国际娱乐媒体《综艺（Variety）》《每日

银幕（Screen Daily）》在上映前后分别

发布了电影的专题报道；此外，《时

代》杂志、雅虎新闻、《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美国联合通讯社、澳大利亚

联合通讯社、澳大利亚知名影视杂志

FilmInk 等媒体亦纷纷转载了电影的

上映资讯。

本地博主、业内人士也第一时间

发声。悉尼科幻电影节负责人 Simon
Foster称自己是《流浪地球》系列的忠

实粉丝，不仅在官方频道支持影片，

还在观影后评价道：“这是一个包罗

万象的科幻奇观，世界观的搭建也让

人惊叹！”

在发行方华人影业的 YouTube，
Tik Tok等官方账号下，我们看到了大

量本地观众的热情留言：“I need to
watch this.”“Bravo!”“Worth to watch!”

除此之外，当地的中西观众还惊

喜地在众多澳洲地标发现了《流浪地

球2》的身影，“0”时差同步国内，第一

时间感受中国科幻的氛围。

电影上映时正值农历中国新年，

据悉，发行方在澳新六城举办了“和

地球一起过大年”的春节特别观影活

动，累计超 50 家机构、社团参与支

持。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曾建华出

席活动并对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悉尼分会场的媒体放映结束

后，澳洲 SBS 电台主持人 Andy Trieu
表示：“这是一部神奇的电影。我觉

得亲历了许多种不同的情感。太棒

啦! 你会完全沉浸在剧情中。它本身

将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电影之

一，这足以说明它的价值。

每逢春节，海外各地的中国新春

庙会总大受欢迎，不仅有丰富的中国

美食，还能体验地道的中国文化。庙

会的集市上亦不乏“小破球”的身

影。中外路人纷纷驻足停留，咨询影

片的信息。

目前，《流浪地球 2》在当地的平

均单厅票房依旧表现亮眼，有望给我

们带来更多惊喜。 （影子）

现实故事引发恋人共鸣

年少到余生的爱情治愈人心

电影中的赵心卉（何蓝逗 饰）与

林汉聪（蔡凡熙 饰）的爱情故事就是

这样双向奔赴的奋不顾身。二人面

对着异地恋的重重阻碍，抵挡着现

实的苦难与周遭的诱惑。赵心卉被

学长陈孝名（许光汉 饰）猛烈追求，

在她受伤时体贴关照，甚至为她准

备盛大的告白仪式，但赵心卉爱林

汉聪的心却始终坚定。林汉聪则是

顶着照顾生病母亲与打工赚钱的现

实压力，两人相爱的心虽炽烈，却无

奈只能聚少离多，他们在现实困境

中挣扎的心碎与不甘被呈现得十分

真实，让不少异地情侣代入其中，不

禁感触落泪。而影片结局的美好和

治愈又让无数观众感动，又让大家

更加坚定了爱的力量，相信会和自

己最爱的人相伴余生。

结局惊喜反转情感浓度再升级

有感动有温暖成为观影首选

影片结局里大叔（王耀庆 饰）陪

伴赵心卉一路寻找林汉聪的下落，在

阿里山顶意外遭遇地震。赵心卉在

崩溃边缘时被大叔一把抱住、不断安

慰，转身却在车窗中看见了大叔妻子

（左小青 饰）的脸……疾病逐渐夺取

赵心卉的记忆，她的记忆停留在两人

年轻时的时光，渐渐忘记身边已相守

数十载的林汉聪，只想去寻找记忆中

熟悉的人。而大叔做的这一切，不仅

是在陪她找寻男友，更是在和她一起

找回自己、找回爱情。“如果有一天，

你也把我弄丢了怎么办？”“我会把你

找回来，有线拉着我们，不管你飞得

多远，我都会把你扯回来的。”林汉聪

用一生践行了他对赵心卉的承诺，完

成了“你是年少的欢喜，也是余生的

唯一”的爱情誓言。

异地恋观众满满共鸣

愿都能找到携手一生的人

影片中，赵心卉与林汉聪充满

坎坷的异地恋经历令无数观众共

鸣又感动，他们的爱情让很多人都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很多情侣观众

在观影后感慨颇多。同时影片也

收获了来自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

多角度口碑，他们也分享了属于自

己的爱情故事。有白发苍苍的金

婚夫妻回顾过去，给年轻人带来

“相处指南”：“我觉得能够让婚姻

长久，还是要互相关心互相体谅，

没必要争个高低。两个人在一起

是最好的缘分，要珍惜过好这一

生。”也有携手半生的中年夫妇也

分享了自己年轻时的异地感情经

历：“因为异地恋，我们两个人也差

点错过，今天想跟年轻人说的是，

异地恋没有什么，只要坚持下去，

就是一辈子。”还有异地恋情侣被

片子的情节戳中，分享了他们的异

地爱情故事：“其实异地恋有很多

矛盾，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这三

年多也没见几次面，两只手都能数

得过来，但只要相信有美好的结

局，我们一定会互相陪伴着走下

去。”影片正在热映中，期待有更多

观众走进影院，一起感受这段爱情

故事的美好和心动，也愿每一段感

情都会迎来最幸福的结局。

《不能流泪的悲伤》由亚太国

影 (深圳)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中影创意（北京）电

影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亚太国影（重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广东潮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深圳市三羊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新艺城影业有限公

司出品。亚太国影（苏州）影业有

限公司、亚太华影（北京）影业有限

公司、无双（深圳）影业有限公司、

佛山泓东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新亿投资有限公司、浙江东阳

瀚雅映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

京博视众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

《流浪地球2》澳大利亚、新西兰票房超越前作

本报讯《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

影》近日发布碧姬、酷霸和咚奇刚单

人海报。从此前预告片中对马力欧

的“魔鬼训练”以及熟练地耍着战斧，

便知道碧姬不是娇滴滴的公主，而是

集智慧与勇气于一身的“大女主”。

而酷霸和咚奇刚，一个对蘑菇王国虎

视眈眈，酝酿着可怕阴谋；一个身强

力壮，让马力欧毫无还手之力。

马力欧将如何应对两个大块

头？《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2023年

即将全球献映。 （杜思梦）

本报讯 2月 12日，电影《我才不

要和你做朋友呢》宣布开机，该片由

何念执导，陈昊宇、庄达菲领衔主演，

改编自同名爆款口碑电视剧，陈昊宇

在剧中饰演李青桐一角。

剧版《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于 2020 年 5 月在芒果 TV 一经播出，

备受好评，豆瓣近 20万人评分达 8.1
分，陈昊宇饰演的李青桐也凭借生动

出色的演绎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喜

爱。电影版将讲述叛逆女孩李进步

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妈妈李青桐的

笔记本回到过去，与年轻时的妈妈相

遇并开启一段奇妙治愈之旅的故事。

陈昊宇在开机仪式上表示，剧版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是自己三

年前特别重要的一段经历和记忆，很

感恩能有机会像圆梦一样再次出演

李青桐。据悉，陈昊宇还将在电影中

挑战一人饰演大小李青桐，她会如何

演绎从青春少女到中年母亲的反差，

引人期待。影片由万达影业、天浩盛

世娱乐、天津猫眼微影出品。

（杜思梦）

《不能流泪的悲伤》正在热映
和最爱的人一起邂逅美好爱情

陈昊宇《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
挑战出演大小李青桐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
发布新官方角色海报

本报讯由唐家辉执导，何蓝逗、蔡凡熙领衔

主演，王耀庆、许光汉特别出演，左小青、柯淑

勤、姚爱寗友情出演的电影《不能流泪的悲伤》

正在心动热映中。影片讲述了赵心卉与林汉聪

打败时间、打败现实，用一生诠释爱情、用一生

坚守承诺的动人爱情故事，自上映以来收获无

数感动口碑，无数观众被这个浪漫美好的爱情

故事所治愈，表示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并期待

“二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