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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藤井道人执导，冈田

惠和及渡边真子参与编剧的电影

《余生那些年》宣布于 5 月 20 日中

国内地上映。

影片用细腻的镜头叙述了一

段甜虐交织的纯爱物语——身患

罕见病以至寿命仅剩十年的少女

茉莉（小松菜奈 饰），在同窗会意

外 与 正 遭 受 着 人 生 打 击 的 和 人

（坂口健太郎 饰）重逢，之后二人

在不断交集的过程中互生情愫，度

过了茉莉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温暖

的时光。

电影《余生那些年》改编自小

坂流加原著小说《余命 10 年》，由

小松菜奈与坂口健太郎领衔主演，

山田裕贵、奈绪、井口理、黑木华、

田中哲司、原日出子、中川雅也、松

重丰加盟助阵。

值得一提的是，领衔主演小松

菜奈与坂口健太郎都曾以出演经

典纯爱影片为中国观众所熟知，此

次二人的“梦幻联动”更是满足了

许多影迷长久以来的期待。而影

片 主 题 曲 则 由 知 名 乐 队

RADWIMPS 亲自操刀，有观众聆听

后动情写道：“听到主题曲后无数

悲伤的、遗憾的、庆幸的回忆涌上

心头，内心最深处被击中了。”

（杜思梦）

本报讯 青年新锐导演郭修篆

执导，李茂、林哲熹领衔主演，何泓

姗、巴图主演的电影《不二兄弟》发

布终极预告及海报，笑中带泪、传

递力量。

电影《不二兄弟》讲述了自闭

症哥哥文光（李茂 饰）和弟弟文修

（林哲熹 饰）在迷茫与失意中互相

支撑，用爱修补不完美人生的故

事。影片由导演郭修篆早年短剧

《光》改编，以他和自闭症哥哥郭修

锴的故事为原型创作，影片真实展

现了自闭症的现实困境以及兄弟

手足间的真挚感情。

预告开篇一声尖锐的“麻烦你

赶紧带回去管教你这个白痴的哥

哥”直击观众心灵，残忍的揭开了

自闭症患者进入社会所面临的种

种不友善及误解。文光只是一个

想要自力更生的自闭症患者，他带

着善意和希望踏入社会却一次次

碰壁。连弟弟也在生活的磕绊与

长期照顾自己的压力下情绪爆发，

原本相依为命的兄弟二人关系愈

发紧张。幸运的是历经苦难争吵

后的两人终于意识到彼此的珍贵，

亲情的力量终汇成温暖的光，点亮

彼此原本黑暗的人生。

电影《不二兄弟》由厦门满满

额、佛山雍腾、厦门广电集团、上海

尚世影业、上海日月星、北京中天

星辰出品，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

传促进会指导制作，定于 3 月 3 日

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左志国编剧、执导，任

素汐、李晨领衔主演的电影《荒原》

日前发布“奇途”终极预告与“逆境”

版角色海报。

作为同档期唯一女性冒险题

材，《荒原》的故事类型较为少见，在

这部演员最少、台词最少，场景最大

的电影中，任素汐几乎全片上演独

角戏，一个人撑起一场冒险。

预告中，任素汐饰演的丛林为

救受伤被困的哥哥，独行荒原寻找

救援，面对一路艰险，任素汐的每个

眼神都散发着顽强的求生欲与坚定

的信念感。从预告片不难感受影片

沉浸式的视听语言：沙暴、暴晒、大

火、缺水、受伤，角色情绪宛如抛物

线，真实经历绝望与希望，却始终保

持生命力。任素汐如生存本能一般

的真诚表演，更是让一个人的冒险

充满张力，牵动观众情绪。首度与

任素汐合作的李晨就表示：“‘一个

人’的电影最考验的就是演员的表

演，我觉得这次任素汐做到了。”

谈及影片的独特，任素汐曾表

示《荒原》与她之前演的电影都不一

样：其他电影是人和人之间产生关

系，而这部电影是人和大自然产生

关系。大自然的残酷，也更加衬托

出人的顽强，主创试图映照现实生

活中人们在面对困境时不屈服的精

神——每个坚持下来的人，都曾穿

越过“荒原”。对于此次中国女性冒

险类型片的新尝试，任素汐表示：

“我在市面上没见到过这样的电影，

它不是那种大商业片向的，我自己

爱看这样的类型。我觉得有些人会

想要看这样的电影，我们给那些人

服务，给需要它的人服务，就觉得很

荣幸很好。”

电影《荒原》由麦特影业（湖北）、

北京捕影传奇、北京林夕影业出品，将

于3月3日全国公映。

（杜思梦）

《荒原》终极预告任素汐独行冒险

本报讯 爱情喜剧电影《前任4：英
年早婚》正式杀青并发布特辑。

《前任 4：英年早婚》围绕孟云（韩

庚 饰）与余飞（郑恺 饰）各自的生活展

开全新的故事。孟云开始考虑进入人

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对于“为什么要

结婚”这个问题，却迟迟找不到令自己

满意的答案。林佳（于文文 饰）的归

来，是否会让两人的关系发生新的变

化？余飞和丁点（曾梦雪 饰）自创“结

婚冷静期”，可从恋爱到婚姻的转变并

不容易，摩擦频出的他们将如何应对？

2013年，“前任”系列第一部《前任

攻略》正式拍摄，影片一经上映，便凭

借犀利风趣的台词、笑泪交织的剧情

以及对于爱情的精准剖析，戳中了无

数观众的心。而 2017 年，《前任 3：再
见前任》横空出世，狂揽超 19 亿票

房。

从2013年到2023年，“前任”系列

一步步成为了深受喜爱的爆款爱情喜

剧品牌，这背后，离不开所有主创的付

出与观众的支持。在这段旅程中，“前

任”系列与观众建立了割舍不断的羁

绊，一路走来，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收

获。正如导演田羽生所说：“一部作品

能够伴随大家十年，是一件非常幸福和

快乐的事。”这一次，《前任4》也将秉承

着赤诚的初心，继续带来欢笑与感动。

该片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新圣堂影业（天津）有限公司出品，“前

任”系列导演田羽生执导。此次，韩

庚、郑恺、于文文、曾梦雪、罗米感动回

归，更有刘雅瑟、张天爱、朱颜曼滋加

盟。影片有望今年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韩延执导，彭昱

畅、李庚希主演的电影《我们一起

摇太阳》发布首款概念海报，并宣

布正式启动。继 2015 年《滚蛋吧！

肿瘤君》、2020 年《送你一朵小红

花》之后，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

迎来终章，讲述两个青年勇敢的

“生死约定”，拨开命运阴霾，终见

生命阳光。此次新作部分取材于纪

实报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

情的永恒约定》，又一次关注生命

话题，延续现实基调和治愈风格。

在此次发布的概念海报中，两

枚红色指纹印出两个灿烂太阳，拥

抱成心型，相互观望着，与片名“我

们一起摇太阳”相呼应，赋予了这

部电影一抹温暖治愈的亮色。而该

片外文名“Viva La Vida”源于西班牙

语，译为“生命万岁”，更是对影片

主题的深刻诠释。两者结合既是对

人间好时光的希冀和歌颂，也是故

事中两位主人公对彼此生命的寄望

和鼓舞。而彭昱畅和李庚希在该片

中为首次合作，让人期待不已。

据悉，韩延导演新片《我们一起

摇太阳》目前已正式启动，进入筹

备阶段。

（影子）

《余生那些年》定档5月20日

《不二兄弟》终极预告笑中带泪

《前任4：英年早婚》正式杀青

韩延新片《我们一起摇太阳》发概念海报

本报讯 由曹郁、姚晨监制，

青年导演乔思雪编剧执导，曾获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巴德玛、

游牧电子音乐人伊德尔领衔主演

的电影《脐带》发布海报和预告

片，正式定档 3 月 18 日全国温暖

上映。影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

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

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

“阴阳树”的故事。温暖的旅途

上，有母子羁绊、有欢笑泪水，也

有妈妈最美的梦。

此番，“三金大满贯”摄影师

曹郁，演员姚晨共同担纲影片的

监制，两人共同为这部青年导演

乔思雪的首部长片作品保驾护

航。这也是继《送我上青云》、

《三贵情史》之后，姚晨再度监制

新人女导演的电影作品。电影

《脐带》全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草原取景，曹郁担纲摄影指导，

草原风土如诗如画，镜头语言真

实而浪漫。作为出生成长在呼伦

贝尔的内蒙人，导演乔思雪表示

自己在异国留学期间在街头偶遇

一位孤身的老者，而又想到了自

己故乡的母亲，启发了创作《脐

带》这样一部献给家乡和母亲的

电影的想法。而姚晨和曹郁正是

被剧本里的母子故事与情感所感

动，决意担当影片的监制。除了

共同打磨剧本外，两人还为影片

搭建起了超豪华的“金牌制作班

底”，像“脐带”一样滋养助力青

年导演的电影作品。

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作为唯

一入围第 35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亚洲未来单元”的中国内地影

片，并在第 4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 上 被 授 予“ 最 佳 技 术 奖 ”殊

荣。展映期间也收获了专业人士

和影迷观众们的盛赞好评，被誉

为“既是优美动人的草原视听盛

宴，又有着打动温暖人心的情感

力量”。

电影《脐带》由坏兔子（上海）

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象山大成天下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先力影业有限责任公

司、星璨（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出品，即将于 3 月 18 日全国温

暖上映。

本报讯 由索尼三星电影公司出

品，高燃动作传奇《达荷美女战士》宣

布确认引进，并同步发布引进海报及

预告。该片由吉娜·普林斯-拜斯伍德

编剧并执导，由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艾美奖的实力派演员维奥拉·戴维斯

领衔主演。影片讲述了一支全部由女

性组成的军团保卫家园、抵御外敌的

故事。

从引进海报及预告中可以看出，

影片以纳尼斯卡女将军为第一女主

角，展示了她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

“要么战，要么死”、“我们是胜利之矛，

我们是自由之刃，我们是达荷美女战

士！”高举砍刀的纳尼斯卡姿态威武勇

猛，气势无与伦比，展现出带领女子军

团殊死搏斗、抵抗外敌的决心。看女

将军纳尼斯卡如何训练并统领这支全

黑人女子军团冲上战场，将是影片最

大的看点之一。

《达荷美女战士》由吉娜·普林斯-
拜斯伍德执导，奥斯卡及金球奖、艾美

奖得主维奥拉·戴维斯领衔主演。电

影去年海外上映，烂番茄新鲜度达到

94%，爆米花指数99%。

（杜思梦）

《达荷美女战士》确认引进

本报讯 超级 IP 电影《灌篮高

手》宣布中国内地定档 4 月 20 日。

影片围绕湘北高中对战山王工业的

全国大赛展开，樱木花道、流川枫、

三井寿、宫城良田和赤木刚宪全员

回归。

最新预告中，赛场雅雀无声，只

有滴答滴答的秒表声牵动着场内外

每位观众的心弦。

（杜思梦）

《灌篮高手》中国内地定档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