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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中，休·
杰克曼饰演为父、为夫亦为子的男

主彼得。前妻凯特（劳拉·邓恩 饰）

与儿子尼古拉斯（泽恩·麦格拉思

饰）的出现打乱了彼得与新伴侣贝

丝（凡妮莎·柯比 饰）的生活。彼得

费尽心思照顾深陷抑郁情绪的尼古

拉斯，但他还需要兼顾工作和新家

庭。重重压力之下，家庭矛盾逐渐

激化，诸多过往心结也随之涌

现……彼得能否走出困境、完成自

我救赎？

导演佛罗莱恩·泽勒曾表示，这

个故事里其实不只有一段父子关

系，彼得不仅是焦头烂额的父亲，更

是“困在心绪里的儿子”。近日发布

的“父子对峙”片段，集中展现了彼

得与父亲安东尼的矛盾。安东尼·

霍普金斯饰演的父亲面对儿子彼得

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高高在上。

当彼得说他为了照顾儿子尼古拉斯

考虑放弃绝佳的工作机会时，已经

功成名就的父亲却对他报以嘲讽的

冷笑，并且丝毫不留情面地反问：你

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你是一个多称职

的爸爸吗？一席话犹如一盆冷水浇

在彼得头上，也再度勾起他内心中

难以治愈的心结：母亲生病，父亲只

顾忙事业，对他疏于照顾。但是面

对彼得对痛苦过往的耿耿于怀，父

亲不仅没有流露出一丝愧疚，反而

抛出更具杀伤力的诘问：“可那又如

何呢？你不觉得自己该成熟起来了

吗？”一时间竟令彼得无言以对。

两位演员极有分寸的表演，将

这对父子之间的冷漠疏离毫不保

留地呈现给观众。尽管只是同一

个场景内的对话，但他们对彼此的

指责与怨怼，却能让观众仿佛看到

跨越时间的父子隔阂，而这些伤痕

早已无法用血缘亲情去抚平。没

有被父亲好好爱过的彼得在成为

父亲后，试图成为心目中的理想父

亲。事与愿违的是，他与儿子尼古

拉斯的父子关系好像又在重蹈自

己与父亲的覆辙：尼古拉斯的抑郁

情绪让他束手无策，在情绪失控

时，他甚至也变成了一个如父亲般

粗暴、冷漠的父亲。影片以三代父

子关系，折射沉重的代际创伤循环

问题，将赤裸裸的真相剥开。由

此，导演希望我们能够正视这种

“循环”带来的伤害，进而努力阻止

伤害的代代相传。

本报讯 2 月 18 日，阿里影业“淘

票票星光点点”公益放映计划携手春

节档热映合家欢喜剧电影《交换人

生》走进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夏村，

为百余村民举办了专场公益放映，在

愉悦百姓周末时光的同时，也为每个

家庭带去了温暖。

据悉，这是继《外太空的莫扎

特》、《独行月球》专场公益放映后，

“淘票票星光点点”公益放映计划组

织的又一部热映影片的公益放映专

场。该计划关注乡村公益电影服务，

旨在借助阿里影业“科技+内容”的优

势，扩大并推广电影作为文化作品的

普惠价值，推动好电影走进乡村，丰

富乡村群众文化生活。

《交换人生》是由苏伦导演，雷佳

音、张小斐、张宥浩领衔主演的合家

欢喜剧电影，讲述了仲达（雷佳音

饰）与金好（张小斐 饰）相亲后，意外

跟少年陆小谷（张宥浩 饰）换身，并

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开启了令人捧

腹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作为今

年春节档的合家欢喜剧担当，《交换

人生》目前还在院线热映中，密钥将

延期至3月21日。

电影以“家”为内核，仲达的单人

家庭、金好母女的单亲家庭、陆小谷

的五口之家被一一呈现，在主人公充

满戏剧性的相互碰撞中，家的温暖与

亲情的珍贵逐渐凸显。公益放映现

场，观众笑中带泪，纷纷表示温暖又

治愈。

现场观众共同欣赏了由数字电

影智能新终端放映的优秀影片《交换

人生》，更高的亮度、更清晰的画面，

让基层群众充分感受到我国电影发

展的最新成果。

电影结束后，一位观众感叹，人

在少年的时候都想去闯荡世界，到了

中年才会发现家庭才是全世界。父

母无私的支持子女，孩子孝顺体贴长

辈，这就是家庭最美好的样子。

本次专场公益放映由中宣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房山区委宣传部、房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房山区石楼镇人民政府统筹指

导，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甜

橙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阿里巴

巴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

有限公司主办，是国内少有映期同步

组织公益放映的电影。

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在推进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优化升级

的同时，积极扩大公益放映服务范

畴，探索完善公益电影放映融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校园、军

队、企业、工地等电影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拓展更多公益电影服务

场景，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电影

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让公益电影放

映持续不断热在基层、热在群众、热

在青少年。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

本报讯 日前，电影《环海战记》

全国首映礼在楚湘院线旗下的长沙

欢乐芒果影城举行。这是一部讲述

环球海钓探险的影片，于2月14日在

全国上映。

现场，制片人和导演、演员讲述

了影片拍摄的过程。《环海战记》从

2019年开始筹划，在澳大利亚、俄罗

斯、坦桑尼亚等地的深海区域拍摄，

是一部聚焦环球海钓探险的电影。

片中既有知名演员，也有国际冠军钓

手、职业摄影师、川菜大师等出演。

该片大多数场景是在风高浪急的大

海中实拍，险象环生，拍摄过程异常

艰难。

《环海战记》呈现了几个 30多岁

的“年轻人”试图逃离庸常生活，奔赴

心中的星辰大海的故事。30多岁是

一个尴尬的年纪，抓不住青春的尾

巴，充满了对步入“油腻中年”的困惑

与不甘。就在某一刻，他们突然遵从

内心的召唤，挥手自兹去，踏上环球

海钓的冒险之旅。

本片主角摄影师王哲，曾是英姿

飒爽的文艺青年，却陷入事业困境，

生活也一地鸡毛。他不敢生病、不敢

消费，唯唯诺诺、面目颓唐。突然有

一天，他“心一横”，决定倾其所有，重

拾年少时的梦想，前往世界各大知名

海域挑战钓鱼目标！途中他遇到了

罗小刚、李建耀、王斌等人，他们也一

样曾被生活蹂躏，丢失了自我。他们

一起前往深海，不仅仅是为了渔获；

他们挑战深海巨物，更重要的是找回

自我。

首映礼现场观众反响热烈。片方

介绍，影片选在2月14日上映，是因为

很适合情侣观看——女友可以从中窥

见男人的梦想，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男友能够从中获取勇气，他会感谢那

个陪他在影院看海钓的女孩。

湖南省电影家协会主席、湖南省

电影行业协会会长、原潇湘电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周丕学；长沙广电

集团执行副总编辑、长沙市文联副主

席、长沙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

主席陈佑臻；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放映

中心有限公司、湖南芒果影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胜；四川盛世星

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制片人

肖波，联合出品方成都梦太奇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导演万剑琨；湖南万一文

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监制万星；湖南

僖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发

行人袁僖漫、CEO 文超等参加了《环

海战记》首映活动。

电影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新亚天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湖南楚湘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壹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发

行。 （支乡）

本报讯 近日，电影《保你平安》正

式发布定档海报，宣布3月10日上映。

本片由大鹏执导，陈祉希担任总制片

人，苏彪、大鹏编剧，大鹏、李雪琴、尹

正、王迅、王圣迪领衔主演，马丽特邀友

情出演，宋茜、白宇特邀出演，贾冰、杨

迪、潘斌龙、倪虹洁主演，乔杉、于洋、刘

金山、曹炳琨、梁超友情客串。

定档海报中，由大鹏饰演的魏平

安在被夕阳映照的车中满脸笑意并高

举大拇指做点赞动作。海报中布满了

贴着爱心的对话框，反向对应了电影

中“辟谣跑断腿”的艰难之路，魏平安

面对复杂的周遭环境依然坚守正义，

找寻真相。《保你平安》虽然作为一部

喜剧片但也具有一定的深层意义，影

片反应了当代社会存在的一种现状

——造谣很简单，但终会伤害到无辜

的人。这也提醒着观众们在面对流言

时，应该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魏平安为了正义坚持做着自己

觉得正确的事情，就如同本片的导演

大鹏一样，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

队》再到《吉祥如意》，不管是作为演

员还是作为导演的大鹏，一直都在进

步，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坚持做着自

己认为正确的事，用朴素和真诚的方

式讲述故事。

《保你平安》作为 2022年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放映结束就引

得了众多观众的好评。有观众评价

这是一部“好笑、好看又好哭 ”的电

影，也有观众说这是一部“逻辑清晰，

立意感人”的电影。正是因为社会需

要如同魏平安这样的人物出现，他们

善良、真诚、正义，坚定地寻找真相，

魏平安用行动感染着周围的人，也感

染着在大银幕前观看这部电影的观

众们。 （赵丽）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我单位已对本年度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

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名单如下：张晋锋、谷静、李霆钧、杜思梦、姬政鹏。

公示期：2023年2月22日-3月22日

举报电话：（010）82296091 《中国电影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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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心绪里的儿子》
“影帝级”父子对峙

由英国电视四台电影部和英国精巧媒体出品，奥斯卡获奖电影《困在时间

里的父亲》导演佛罗莱恩·泽勒执导的最新力作《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将于2月

24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影片中，休·杰克曼与安东尼·霍普金斯两位“影帝”

首度出演父子，近日发布的“父子对峙”片段里，这对“影帝级”的父子对戏，针锋

相对，气场全开，成就年度演技名场面。

《交换人生》在北京房山举办专场公益放映活动

《保你平安》定档3月10日

《环海战记》全国首映礼长沙举行

公 示

对于主动请缨加盟该片的“狼

叔”而言，能在片中与偶像霍普金

斯出演父子，简直是意外之喜，这

次合作，更是大型追星成功现场。

“狼叔”自曝，他每次收到霍普金斯

发来的短信，都会很自豪地晒给朋

友看，妥妥的“粉丝行为”。

霍普金斯作为两届奥斯卡最

佳男主角得主，在片场也是给了

所有人榜样一般的存在。据悉，

年过八旬的霍普金斯在拍摄当

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四点多到达

拍摄现场，而且做足了准备。在

没有排练的前提下，他与“狼叔”

的对手戏，几乎是在一小时内就

达到了导演要求的拍摄效果。但

霍普金斯依旧精益求精，要多拍

几条，他的高效与精准，令人叹

服。而且，霍普金斯在确定出演

该片后，有半年时间每天都会与

导演通过电子邮件讨论角色，资

深迷弟“狼叔”直言，年轻演员真

的应该多向霍普金斯学习，学习

他的敬业、专业以及在钻研角色

上的付出。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由奥斯

卡最佳改编剧本获得者佛罗莱恩·
泽勒执导，他与克里斯托弗·汉普

顿（《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联合创

作剧本，奥斯卡提名获得者“狼叔”

休·杰克曼（《金刚狼》系列、《悲惨

世界》）主演，奥斯卡得主劳拉·邓

恩（《婚姻故事》）、奥斯卡提名获得

者凡妮莎·柯比（《女人的碎片》）和

泽恩·麦格拉思等联袂出演，两度

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奖的安东尼·
霍普金斯惊喜出演。

影片将于 2 月 24 日全国艺联

专线上映。

◎ 两大“影帝”演绎破碎父子情
“狼叔”与霍普金斯贡献演技名场面

◎“狼叔”片场追星成功
“喊话”年轻演员：多跟霍普金斯学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