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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国影片《白塔之

光》在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迎来世界首映，得到了观众、媒体

和影评人的好评。映后，影片导演张

律，主演辛柏青、黄尧、王宏伟亮相发

布会。

《白塔之光》由张律执导，辛柏青、

黄尧、田壮壮、南吉、王宏伟等主演，黄

建新任总监制、李迅任文学顾问。影

片讲述独自生活的中年人谷文通在工

作中结识了年轻摄影师欧阳文慧，在

她的鼓励下，选择了面对与自己失联

多年的父亲，重拾缺失已久的父子情。

张律此前旅居韩国多年，拍摄的

电影也大多在海外就地取材。《白塔之

光》是张律回国后为北京创作的电影，

也是他的作品第四次入围柏林电影

节。《白塔之光》延续了张律在特定空

间中用漫不经心的对话，串联起游离

于其中的人微妙的心绪。同时，对于

一种不易察觉的“家庭”意义的探讨也

引发了首批专业观众的讨论。

发布会上，张律对片中的中国元

素、特别是北京元素进行了诠释，“白

塔”的含义尤为值得咂摸：“白塔在北

京的城市环境里是很特别的。”一方

面，“北京城市基本的颜色是灰色，夹

杂着比较讲究的棕红色。在这个环境

里这样一个白色的塔，就很突出。”另

一方面，“北京这个城市造得方方正

正，在北京你很难迷路。因为它方方

正正、规矩，你容易找到目的地。但我

们的内心生活要找到目的地，没有那

么容易。在这个方正的城市布局里，

有一个浑圆的、向上高耸的东西，很奇

怪，会让我们感到安慰。”

辛柏青表示：“张律导演的电影有

一个特质，角色都透露出深深的孤独

感。谷文通和欧阳文慧貌似是繁华的

大都市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但他们与

这个城市好像格格不入，其实都是孤

独的灵魂。他们互相遇见，互相影

响。”

饰演摄影师欧阳文慧的演员黄

尧，也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谷文通和欧阳文慧是有某种情感在，

但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男女之

情，而是对过去某种似曾相识追溯的

东西。如辛柏青老师所说，是两个孤

独的灵魂，在巨大的城市空间里碰撞、

遇见，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交集感，然后

一起去追溯。”

据悉，《白塔之光》由峨眉电影集

团、北京大吉影业、江西电影集团、内

蒙古电影集团等出品，是今年入围柏

林主竞赛单元的两部中国影片中的一

部，另一部中国影片《艺术学院》将于

2月 24日首映。柏林电影节将于 2月

25 日举行颁奖典礼，决出各奖项归

属。 （姬政鹏）

本报讯 2 月 17 日，入围第 73 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提名

最佳影片“金熊奖”的国产动画电影

《艺术学院》发布星光熠熠的声音出

演全阵容海报。

本片由刘健参与编剧并执导，作为

他继《大世界》后又一部入围并提名“金

熊奖”的动画长片，《艺术学院》此次入

围主竞赛单元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的

全新纪录，将风格独特的传统与现代交

融的中国美学带到国际舞台，引发国内

外影迷和媒体的热议和关注。

影片讲述了 90 年代初发生在南

方艺术大学的一段青春轶事。在浪

漫又残酷的青春岁月里，在改革开放

的时代浪潮中，一群青年人处在成长

的路口，他（她）们缓慢的生活中蕴含

着热烈的情感和思考，他（她）们的友

情、爱情交织着艺术追求、理想抱

负。在充满独特风格的讲述和描绘

下，一幅别样的青春画卷徐徐展开。

影片此次发布的海报由刘健导

演亲自设计绘制，海报风格极简，以

中国画经典色彩为背景，大胆鲜明的

撞色使用，传递着一种“复古摩登”的

独特美学韵味。《艺术学院》约有1200
个镜头数，导演将创造性的中国画手

法融入至二维动画影片绘制中，高度

的本土性与原创性造就了导演风格

与影片风格的高辨识度。 （花花）

动画电影《艺术学院》出征柏林电影节

本报讯 近日，由韩延导演，倪

大红、惠英红领衔主演，梁家辉、叶

童特别演出的现实题材爱情电影

《我爱你！》正式定档 6 月 21 日，并

发布一款海报。影片改编自姜草原

创同名漫画，温暖刻画了两对老人

生命尽头勇敢而纯粹的爱情。海报

上，四位老人在城市一隅嬉戏玩

水，脸上洋溢着灿烂明亮的笑容，

尽情享受拥有彼此的每分每秒，治

愈美好的氛围浸润观众心间。

此次发布的海报极具感染力，

清澈绚烂的水花在空中绽放，四位

老人纵情戏水玩闹，天真烂漫的童

真模样让人心生暖意，仿佛将所有

现实的重压抛在脑后，唯珍惜相聚

在一起的此时此刻。倪大红饰演的

空巢老人常为戒握住水管，开怀大

笑，仿佛回到年少时光；惠英红饰

演的孤寡老太李慧如轻盈躲水，幸

福漫溢，尽显娇羞与甜蜜；梁家辉

饰演的年迈丈夫谢定山则微微仰

头，放肆享受当下的欢愉；叶童饰

演的患病妻子赵欢欣身穿波点睡

衣，撑着一把略显残损的伞，却始

终露出纯真稚气的笑容。而海报上

“废品回收”的标牌细节暗示了谢

氏夫妇晚年境遇的辛酸，欢畅画面

的背后潜藏着生活的种种无奈，让

海报更显得意蕴深长。四位老人经

过岁月的洗礼，面对风雨相伴取

暖，用燃烧的生命热情启迪所有观

众：勇敢爱、用力活。

同步释出的两款预告则笑泪交

织，四位“老戏骨”细腻入微的表演

令人为之动容。倪大红和惠英红饰

演的一对黄昏恋人因误会结缘，彼

此心生悸动，却迟迟不敢向前。一

句笨拙可爱的“我钟意你”解开心

结，两人从此互认心意，站在生命

终点的两位老人不惧世俗偏见，肆

意徜徉在甜蜜浪漫的爱情之中，爱

从不分年龄。梁家辉和叶童饰演的

一对恩爱夫妻彼此搀扶一生，当妻

子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丈夫凭一己

之力承担起沉重的照料责任，一句

深情款款的“我钟意你”则印刻了

相伴到老的决心，爱能超越时间。

两对爱人在不同的情感状态下却是

同样质朴真挚、爱意满满的一句告

白。“我爱你！”是最难开口的表白，

也是最动人的承诺，是每个人在任

何时候都值得爱和被爱的证明。影

片也借此鼓励着每一个普通的你我

——去拥抱你所爱的人，去对他们

说一句“我爱你！”。

（影子）

韩延新作《我爱你！》定档6月21日

本报讯 由曹保平监制，刘伽

茵导演编剧，胡歌领衔主演，吴

磊、齐溪主演，黄磊特别主演，白

客特别出演的电影《不虚此行》日

前亮相第 73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首

日场刊，并首次曝光胡歌吴磊双

人剧照。

早在 2005 年，刘伽茵导演便

凭借自编自导自演的《牛皮》系

列 ，入 围 戛 纳 及 柏 林 国 际 电 影

节，此次新作《不虚此行》再度亮

相柏林引发诸多影迷期待。电

影讲述了一位“掉队”的普通编

剧 闻 善 ，偶 然 改 以 撰 写 悼 词 为

生。在与各色普通人的相遇里，

闻善慰藉他人、也获得了温暖，

最终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故事。

本次曝光的新剧照画面温暖

治愈，阳光洒落的冬日阳台上，胡

歌饰演的闻善和吴磊饰演的小尹

分立两旁，衣着单薄的闻善正低

头查看手机，小尹身着灰色毛衣

头戴冷帽，注视着闻善，神情欲言

又止。此次吴磊将饰演闻善的伙

伴小尹，两人虽性格迥异，却又有

许多相似之处。正如之前监制曹

保平曾透露“吴磊的角色是胡歌

的镜像”，小尹陪伴闻善走过一个

个逝者，体会着闻善的感受与情

感，期待两位的三度合作。

（花花）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统计，

2023 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全国电

影票房报收 2.13 亿元。票房前三

名分别为，《满江红》5457.34 万，

《流浪地球 2》5212.55 万，《不能流

泪的悲伤》3602.77 万，其中《满江

红》、《流浪地球 2》均为春节档“老

片”，但市场表现依旧强势。

业界人士认为，“情人节”反

映出档期效应还在，年轻观众还

在，市场潜力还在。比档期票房

数字更重要的，是对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信心。

档期提振效应明显

今年“情人节”档对比前两年

来说，稍显“冷清”，但今年“情人

节”档已经出了正月十五，一方面

观众都已经开始正常上班、上学；

另一方面春节档影片已经释放了

大部分观众的观影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档期提振效

应的加持下，当日电影市场大盘

对比前一日的 6072.85 万元，上涨

了近 230%；与上一个周日的 1.74
亿相比还要多了近 3000 万元，成

功拉动工作日票房大盘提升。可

见，“情人节”档期依旧有着巨大

潜力，能够在工作日吸引观众进

影院。

《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不

能流泪的悲伤》与档期匹配度较

高，同时迎合了年轻情侣的喜好

和观影仪式感的需求。猫眼研究

院数据分析师刘振飞以猫眼想看

数据为例进行分析，两部爱情电

影在 25 岁以下的观众，以及四线

城市观众的占比都明显高于行业

均值；从购预售票的用户画像来

看，两部影片的男性观众占比都

达到了 50%，超出大盘十个百分

点，体现了“情人节”档期约会观

影的节日氛围。其中《不能流泪

的悲伤》25 岁以下男性预售占比

更为突出，《可以不可以不要离开

我》25 岁及以上男性预售占比更

高，也高于大盘均值。

他还补充道，“情人节”档两

部爱情电影《不能流泪的悲伤》、

《可以不可以不要离开我》分列

三、四名，使得《满江红》、《流浪地

球 2》两强的市场票房占比之和，

在春节档后首次降至 51% 及以

下，说明新片在“情人节”当天对

市场起到了有效的补充。

春节档影片后劲十足

今年，“情人节”档和春节档拉

开了三周的时间，相对于往年来

说，这似乎能给新片一定的发挥空

间，但是从票房表现情况来看，春

节档影片仍然后劲十足。春节档

“老片”《满江红》和《流浪地球 2》凭

借着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占

据情人节档的票房前两名。

《满 江 红》当 日 收 获 票 房

5161.7 万，票房占比 25.8%，为“情

人节”档单片票房第一名。《流浪

地球 2》4931.49 万，票房占比为

24.7%，排在《满江红》之后。刘振

飞表示，《满江红》、《流浪地球 2》
春节档之后继续领跑，伴随着三

四线城市的节日红利释放，《满江

红》凭借在下沉市场的表现反超

《流浪地球 2》重回单日票房冠军，

前者累计票房突破 43 亿，后者突

破 37 亿，已双双跻身影史票房前

十名。这说明，2023 年春节档电

影类型多样、整体质量较高的优

势延续到了“情人节”档。

近五年的时间里，除了 2020
年没有“情人节”档外，该档期一

直处于春节档的影响之下。2019
年的“情人节”档由上映一周有余

的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一枝独

秀，以 3.5 亿元的票房收入占据当

日票房大盘的 52.5% ；2021 年的

“情人节”档是在大年初四，被春

节档覆盖，没有档期新片上映；

2022 年的“情人节”档由爱情片

《十年一品温如言》以 1.4 亿元的

票房收入拿下冠军，当年春节档

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这个杀

手不太冷静》分别以 1 亿元、0.9 亿

元紧随其后，但在“情人节”档后

一天，《十年一品温如言》的票房

收入就回落到当日第五名，而其

“情人节”档期票房收入占据影片

累计票房的 84%左右。

可见，由于春节档影片类型丰

富、质量过硬，能够发挥长线放映

的优势，持续释放热度。观众黄

女士表示，“情人节”爱情片已经

不再是观影首选，好口碑的影片

才是最主要考虑的，这次“情人

节”她选择买票观看《流浪地球

2》。

爱情新片上映增添节日氛围

今年的“情人节”档共上映 5
部新片，分别是《不能流泪的悲

伤》、《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极

速保镖》、《胡杨林之恋》、《环海战

记》。其中两部爱情新片营造了

很好的节日氛围。

爱情电影《不能流泪的悲伤》

由唐家辉导演，何蓝逗、蔡凡熙、

许光汉等参演，讲述了两位主角

从青梅竹马到年少心动的故事。

该片排在新片票房榜第一，单日

总 票 房 第 三 名 ，票 房 占 比 为

16.6% ，上映首日票房 3327.36 万

元，票房占比位于《满江红》和《流

浪地球 2》之后。同为爱情电影的

《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与《不能

流泪的悲伤》相比，票房表现稍显

逊 色 ，该 片 上 映 首 日 票 房 为

1664.01 万元。

除了爱情新片契合节日氛围，

多部爱情电影还设置特殊场次放

映，增强观众观影仪式感。据猫

眼专业版数据统计，2023 年“情人

节”（13：14）特别场总票房 472.9
万，11.1 万人选择在该场次观影，

特别场票房前三名分别为：《不能

流泪的悲伤》359.8 万、《可不可以

不要离开我》54.0 万、《想见你》

36.6 万。

另外，当天不仅有爱情新片上

映增添浪漫氛围，还有多部爱情

新片发布物料，或将于今年年内

与观众见面。其中多部影片改编

自小说，有着一定的 IP 基础，但能

否得到观众的认可还需要放在市

场上接受检验。

由李蔚然执导，张家鲁监制，

张宇总制片，张子枫、胡先煦领衔

主演的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改

编自迟子建小说《踏着月光的行

板》，据悉将于 2023 年上映。同样

改编自小说的影片《被我弄丢两

次的王斤斤》近日发布了一支题

为“爱的交汇点”的创意视频，电

影改编自郑执同名短篇小说并由

其编剧，韩琰执导，檀健次、张婧

仪领衔主演，目前已阶段性杀青。

比较特殊的是，由严艺之执

导，王源、文淇主演的电影《我看

见两朵一样的云》，其类型不仅与

爱情相关，还带有一定的科幻色

彩。《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剧本

曾获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创投

大会青云剧本奖、第 33 届中国电

影 金 鸡 奖 创 投 大 会“ 艺 术 之 光

奖”，目前影片正在拍摄中。

《白塔之光》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获好评

《不虚此行》亮相柏林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