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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夜生活》定档4月28日

本报讯 由陈可辛、赵晓时监制，

张冀编剧并执导，尹昉、张婧仪、苏

岩、吴昊宸、白宇帆、周思羽、吴军、

罗钢主演，张艺兴特别出演的电影

《长沙夜生活》近日曝光定档预告与

定档海报，宣布将于 4 月 28 日全国

上映，登陆五一小长假。张艺兴惊

喜加盟，骑着小摩托穿梭在长沙夜

晚的街头，造型突破让人眼前一

亮。还有张冀、尹昉、张婧仪、吴军、

罗钢等众多湘籍主创齐聚，共同为

长沙倾情代言。

长沙首次领衔主演电影《长沙

夜生活》，在定档预告及海报中，街

头跃动的霓虹，诱人的美食，鲜活的

笑脸，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扑

面而来，令人心生向往。导演张冀

将镜头对准了长沙这座繁华的网红

城市，在这里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

小人物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都和

这座生机蓬勃、热情洋溢的城市共

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无论是

土生土长的长沙伢子，还是在外打

拼的异乡游子，都与这座城市结下

了深厚而独特的感情。当街灯亮起

时，他们将与长沙碰撞出怎样的故

事，留待观众亲自揭晓。

《长沙夜生活》更是集结了一批

实力演员，共同化身星城长沙的“野

生代言人”。

不仅如此，该片导演及编剧、曾

为《夺冠》、《亲爱的》、《中国合伙人》

等多部电影创作剧本的张冀同样是

湖南人，电影的主创阵容可谓含

“湘”量十足。在尚未曝光的全阵容

中，还有不少与湖南有渊源的演员，

让人愈发期待这场精彩的银幕“湘”

遇。 （影子）

本报讯《扫毒》系列续作，《扫毒

3：人在天涯》日前发布定档海报，定

于暑期档 7月 28日全国上映。该片

由邱礼涛执导，首次将古天乐、郭富

城、刘青云三位“影帝”集结同台飙

戏，并从制作、场面、故事等全方位

升级，力求给观众带来一场超乎想

象、震撼刺激的视听盛宴。

《扫毒 3：人在天涯》在剧情和人

物上与前两部并无直接联系，但题

材故事依然围绕着缉毒警察与毒枭

及其团伙的生死对决展开：毒枭康

素差（刘青云 饰）一直带着手下张

建行（郭富城 饰）从事毒品交易，新

加入的成员欧志远（古天乐 饰）也

因一次意外与两人有了过命交情，

三人情同手足。康素差在香港的贩

毒生意被警方查处后带团队逃到金

三角发展，却意外发现身边藏有卧

底。此刻，是敌是友，一片茫然……

此次故事主要发生地设置在泰国、

缅甸、老挝交接处的著名“金三角”

地带，也将进一步关注困境中的人

性挣扎，探讨善恶正邪的边界。在

曝光的定档海报中，三人在危机四

伏的金三角街头，郭富城神色凶狠

持枪直抵刘青云额心，但刘青云面

无惧色并与其怒目相视，直接用手

紧握枪管。而古天乐站在两人之

间，神色凝重举枪瞄准刘青云，剑拔

弩张的焦灼氛围一触即发。

由寰宇娱乐出品的《扫毒》系列

电影作为香港电影最经典的 IP 之

一，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与优质

的口碑，《扫毒 1》共获各大电影颁奖

礼 19 项奖项及提名，《扫毒 2》更拿

下 13.12亿票房，一举打破当年中国

影史港片票房纪录。时隔 4年后，邱

礼涛导演继《扫毒 2》、《拆弹专家 2》
后，携《扫毒 3：人在天涯》强势回归，

从制作、场面、阵容、故事等全方位

升级。

据悉，该片投资近 3 亿，在西双

版纳、汕尾、香港等多地取景，并斥

巨资搭建近 5 万平米的金三角毒寨

进行拍摄，还有杨采钰、罗嘉良、谢

君豪、方中信等实力演员加盟，力求

在暑期档给观众带来更精良的制

作、更震撼的类型视听享受。

（影子）

本报讯 由来牧宽执导，任素汐、

刘敏涛领衔主演，东野圭吾原著小说

改编的悬疑电影《回廊亭》近日发布主

题曲《光》MV。动情的画面搭配歌手

小阿七极富感染力的嗓音，鼓励每位

曾陷入“回廊亭”的女孩放下执念，勇

敢“成为自己的光”。

《回廊亭》近日发布了主题曲《光》

MV，着重展现了叶彤（明星 饰）与杜

宇（侯雯元 饰）一段刻骨的情感纠

葛。回廊亭房门前，杜宇对叶彤的一

声“我等你”胜似千言万语，转瞬大火

将房门吞噬，令人好奇两人究竟发生

了怎样的虐心故事。伴随着小阿七的

细腻嗓音，《光》不仅唱出了叶彤在黑

暗与仇恨中的挣扎，更道尽了她走出

阴霾后的释然，一句“直到走出回廊亭

尽头，倘若无光，我便是光”，将经历困

顿最终醒悟，决心自我救赎的信念表

达得淋漓尽致。任素汐极富故事感的

旁白更是点睛之笔：“人在最黑暗的时

候，只要看见光，哪怕只有那么一丝，

都值得你为它好好活着”，将影片想传

递的主题娓娓道来：及早放下痛苦执

念，成为自己的光。

歌曲一经推出，不少网友夸赞歌

曲旋律入耳，“听了一遍就自动在脑内

单曲循环”。更有不少女性网友对催

泪歌词表示共情，回忆起自己在感情

中相似的经历：“听哭了，原来我也曾

是回廊亭里的她”，“太治愈了，从今天

起我也要告别过去，成为自己独一无

二的光”，“希望每个女孩都能爱自己，

成为自己的第一顺位”。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吴京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了一张和杰森·斯坦森

的片场合影。

杰森·斯坦森因主演《速度与

激情》系列、《敢死队》系列而享誉

全球的他，在《巨齿鲨》中与巨鲨

近身肉搏的画面让人至今难忘。

而吴京在近些年，则凭借《战狼》

系列、《流浪地球》系列、《长津湖》

系列等代表作，成为了华语影坛

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有

网友调侃，吴京在“炸木星”“登珠

峰”之后，“巨齿鲨”将成为他征服

“海陆空”的下一块拼图，他的加

盟也将让《巨齿鲨 2：深渊》的中国

元素更加耀眼。

两位动作巨星的合作，其实

早已出现在众多影迷的心愿清单

上。杰森·斯坦森曾在采访中透

露，在《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时

便有意与吴京合作，不过因为种

种原因未能成功。此次终得合

作，在网友直呼“活久见”之余，也

引发了颇多期待。当英伦“铁汉”

携手中国“硬汉”，强强联合，他们

会在广阔的大海上掀起怎样的狂

澜？强悍如他们，在对上比第一

部更凶残的巨兽时，又能否“鲨口

逃生”？双倍“京”彩，这个夏天一

次奉上。

《巨齿鲨 2：深渊》由华人文化

集团公司旗下上海华人影业有限

公司开发出品，并负责中国市场

发行，由华纳兄弟公司负责中国

以外地区的营销和发行。影片将

于 8月 4日登陆北美院线，并有望

全球同步上映。

（影子）

本报讯 由新锐导演谢悠改编

并执导的电影《我们的岁月》定档

3月 17日全国上映。影片由张杍

涵、郭玮洁、李肖宁、刘奚子主演

的电影，将让影迷们狠狠体验一

把“回忆杀”，缅怀那些纯净、美

好、浪漫的青春岁月。

该片改编自裴蓓中篇小说

《水击三千里》，故事发生在 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围绕四个特别的

大学生展开。影片在北京、广州、

珠海的点映现场，许多亲身经历

过八十年代的观众直呼真实，那

些复刻的场面让他们不由地共

情，观众们仿佛回到了校园时

光。有位女教授向电影主创深深

鞠躬：“这是属于我们的电影，这

是一代人的‘散文诗’。”而年轻的

观众表示，电影的画面其实并没

有那么陌生，在其中他们看到了

自己父母的身影。一位年轻影迷

赞叹：“其实我特别羡慕我父母的

爱情，真挚而简单。”

谢悠表示，所有的回忆都是

过滤的和美好的。因此，影片

的 影 像 没 有 年 代 的 陈 旧 和 晦

暗，而是朦胧的，唯美的，极具艺

术质感的。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马凯编剧、执导，易小

星监制的惊悚喜剧《了不起的夜晚》正

式定档 3月 31日，并释出“惊喜”定档

预告，“三界喜剧人”欢聚片场，交叉行

动下意外频发，笑点包袱抖不停。影

片还双发定档海报和“躲猫猫”人物海

报，古灵精怪的表情充满解读空间，似

乎暗示这一晚并不简单。影片由范丞

丞、蒋龙 、蒋易、王子璇领衔主演，梁

龙特别出演，孔连顺、蒋诗萌、甘昀宸、

许馨文、梦涵 、齐羽嘉主演，讲述发生

在一个夜晚里好笑又刺激的故事。

日前发布“惊喜”定档预告一解观

众好奇心，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故

事聚焦在自媒体博主豹子（范丞丞

饰）误入惊悚片片场突发意外，与由导

演（梁龙 饰）和演员小山（蒋龙 饰）等

人组成的看似“三流”的剧组相遇，随

机引发一连串惊声尖笑的故事。同时

曝光的“躲猫猫”人物海报中，众人藏

身于布帘之后，古灵精怪的表情充满

解读空间，似乎也在暗示这一晚并不

简单，布帘映出的黑色倒影更添神秘。

该片由麦特影业（湖北）、壹志行

动影业（湖北）、北京登峰国际、梦将

军（上海）影业、亚太国影（重庆）文化

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索尼影业旗下三星

影片公司与加拿大壹娱乐公司联

合出品的好莱坞热血动作大片

《达荷美女战士》正式定档 4月 14
日全国上映，影片定档预告及海

报同步发布。该片由奥斯卡金像

奖得主维奥拉·戴维斯领衔出演，

全女性金牌班底倾力打造，讲述

了一支由女将军纳尼斯卡将军组

建的全女子军团英勇无畏、抵御

外敌的故事。电影海外上映后获

得高口碑，女战士们强悍的战斗

力、冲破万难的坚韧毅力以及感

人至深的女性情谊，铸就“勇者无

敌”的全女子军团高燃传奇。

“我们不畏惧任何人，也不畏

惧疼痛！”影片展示了在黑人女将

军纳尼斯卡带领下，达荷美女战士

们震撼人心的战斗与成长。定档

预告中，面对虎视眈眈的外来侵略

者，纳尼斯卡将军毫不退缩，在“要

么战，要么死”的信念支持下，她投

身训练下一代新兵，帮助她们成长

为英勇无畏的铁血战士。

该片由女导演吉娜·普林斯-
拜斯伍德执导，包括导演、制片、

编剧及摄影在内的核心主创均为

女性电影人，奥斯卡奖得主、艾美

奖视后维奥拉·戴维斯领衔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

公司发行，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

主演并担任制片的暖心佳作《生无

可恋的奥托》正式定档 3月 24日于

全国艺联专线上映。该片改编自瑞

典小说之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

全球高分畅销小说《一个叫欧维的

男人决定去死》，讲述了因痛失挚爱

失去生活的毒舌暴躁老头奥托，在

与邻居的相处中重拾生活希望的故

事。电影海外上映期间口碑、票房

双双走高，截至目前已取得超一亿

美金的成绩。

定档预告中，汤姆·汉克斯饰演

的奥托一出场便“气势汹汹”，不仅

对多年相处的老邻居吹毛求疵，就

连新搬来的玛丽索一家都难逃他的

“吐槽”。唯有在爱妻索尼娅的墓碑

前，奥托才展现出了罕见的温柔。

一句“你不在家时一切都乱套了”尽

显奥托对妻子的柔情与依恋。索尼

娅的离世让奥托的世界由彩色褪为

黑白，他似乎正在筹备着一场与世

界的告别，而随着热情的玛丽索一

家闯入，奥托原本的计划被打乱，生

活也浮现出一丝暖意。当玛丽索亲

切地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的好朋

友奥托”时，这个看似孤僻、毒舌的

老大爷奥托，似乎也正在完成心灵

的蜕变。

同步发布的定档海报则更加明

显地展现出了片中的角色性格差

异。郁郁寡欢的奥托一如既往地以

“臭脸”示人，他所收养的猫咪也在

主人的影响之下，摆出一副“生人勿

近”的防备姿态。唯有热情的玛丽

索和她憨厚的老公汤米秉承着友善

乐观的处事原则，持续以灿烂笑容

传递善意。他们的两个女儿则在一

旁做着鬼脸，实时活跃气氛。这样

两家性格迥异的邻居，究竟会擦出

什么样的火花呢？就等观众们走进

影院揭晓了。

电影在海外一经上映，便斩获

好评无数，爆米花指数高达 97%，

IMDb评分 7.6分，豆瓣开分 8.2，全
球认证的高口碑。盛赞加持之下，

《生无可恋的奥托》票房一路飙升，

截至目前，全球票房已斩获超 1亿

美元，治愈万千观众。 （杜思梦）

《回廊亭》

故事围绕着两个为爱复仇的女性

展开。巨额遗产分割在即，高家大宅人

心惶惶，此时律师周扬当众宣读一本神

秘日记，借此揭开一年前火灾凶杀案的

真相，向凶手复仇。

上映日期：3月10日
类型：犯罪/悬疑/爱情

编剧:文宁/许渌洋/张仕栋/来牧宽

导演：来牧宽

主演：任素汐/刘敏涛

出品方：北京天马映像影业有限公

司/东阳向上影业有限公司

发行方：中影股份/天津猫眼微影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保你平安》

讲述了落魄中年魏平安以直播带

货卖墓地为生，他的客户韩露过世后被

造谣抹黑，魏平安路见不平，辟谣跑断

腿，笑料频出，反转不断，而他自己也因

此陷入到新的谣言和网暴之中。

上映日期：3月10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苏彪/大鹏

导演：大鹏

主演：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

出品方：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上海他城影业有限公司

发行方：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中影股份

《乌衣夜行》

工部火药失窃，负责查案的云铮又

离奇失踪。乌衣巷密探陆元、王栩临危

受命，随着王尚书瞒报被揭发，御史崔

真的遇刺，乌衣巷尘封多年的往事也浮

出水面。祭天大典上，乌衣巷往日的同

袍刀剑相向，大战一触即发……

上映日期：3月7日
类型：古装/武侠

编剧：王伟朋

导演：郭振锋/徐杰

主演：许政国/于思楚/李子雄

出品方：陕西祥云天下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宝铼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发行方：上海宝铼纳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海湾之遇》

一位患有癌症的演员、一位记忆停

留在 30 年前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一

位和后妈关系失和的 13 岁少女、一位

意外失子的女教师，不同年龄的她们正

经历着各自的人生困境。因缘际会，在

远离城市生活的满山岛，她们相聚，彼

此治愈……

上映日期：3月8日
类型：剧情

编剧：高建国

导演：高建国

主演：黄璐/赵淑珍

出品方：魔灯（宁波）影业有限公

司/宁波财经学院

发行方：北京辣条屋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敦煌女儿》

讲述樊锦诗从25岁到80岁的人生

历程，她奉献一生守护敦煌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8日
类型：传记/戏曲

编剧：蒋东敏

导演：滕俊杰

主演：茅善玉

出品方：上海沪剧院/敦煌研究院/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新文化影业有限

公司

发行方：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狃花女》

地处湘西沅陵大山深处的借母溪，

这里的男人娶不起堂客，为了延续香

火，传宗接代，于是千百年来借母溪的

男人就从山以外“借母生子”，久而久

之，借母溪便将“借母生子”这一奇特风

俗称为“狃花”。故事设定在20世纪30

年代，讲述两个单身兄弟合计“狃”到一

个女人借腹生子的故事，牵涉到最后一

位狃子客与狃花女的命运起伏。

上映日期：3月8日
类型：剧情

编剧：彭海燕

导演：周琦/马德林

主演：牛军、源唯杰、黄精一

出品方：湖南潇影第二影业有限公

司/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方：湖南潇影第二影业有限公司

《大爱撑天》

根据刘长城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

了刘长城 26 年来热心公益、无私奉献

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10日
类型：剧情

编剧：赵雪薇

导演：姜艺声

主演：潘泰名/童苡萱

出品方：金道影业（天津）有限公司

发行方：北京因为热爱影业有限公司

《摇滚藏獒：乘风破浪》

“波弟”试图重振摇滚教父的名声，

但在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不得不改变

其狭隘的思维，开始学会欣赏和接纳不

同的音乐类型。

上映日期：3月11日
类型：动画

编剧：罗布·缪尔

导演：安东尼·贝尔

主演：杨天翔

出品方：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华谊兄弟点睛动画影业有限公司

发行方：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本报讯 3月 6日，大鹏执导的新

片《保你平安》在北京举办首映礼，

大鹏率全体主演亮相映后交流，期

待影片能在 3 月档期获得好成绩。

该片定于 3月 10日正式上映。

《保你平安》中，已过世的韩露

被人造谣抹黑，墓地销售魏平安（大

鹏饰）为了一句承诺，踏上了漫漫查

谣言之路。大鹏和联合编剧苏彪透

露，影片创作缘起一条关于网络造

谣的新闻，“作为内容创作者，我们

有责任去传递一些内容。以前没有

尝试过偏社会议题的创作，看到新

闻内容之后，我们想抒发一下自己

的想法。很多观众看过影片之后也

在讨论这个话题，我想我们的目的

达到了”。

影片汇集了马丽、李雪琴、王迅、

潘斌龙等一众喜剧演员，笑料满满。

大鹏坦言，感谢所有演员无论角色大

小都认真对待的态度，拍摄过程中他

也感到很有压力：“每位演员都有自己

的特点，怎么样让大家在相同的语调

上完成一部戏，我确实花了很多的心

思。”

李雪琴在片中饰演魏平安的妹

妹魏如意，这是她第一部主演的大

银幕作品。谈及感受，李雪琴说：

“影片细节地展现了一个谣言是怎

么产生的，以及澄清谣言需要付出

多大的努力。这部作品在给观众带

来欢笑的同时，也能让大家警醒，避

免在生活中成为谣言传播的参与

者，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保你平安》是

大鹏和马丽继《屌丝男士》后时隔多

年的再度合作，两人默契依旧，在片

中的配合“笑果”十足。路演时就有

观众表示期待影片续集，首映现场

马丽幽默回应：“希望第二部是我的

角色冯总和大鹏的角色平安哥之间

的爱情故事。” （赵丽）

大鹏新片《保你平安》首映
银幕内外传递欢乐与温暖

《回廊亭》发布主题曲《光》MV

《扫毒3：人在天涯》定档7月28日

◎新片

《巨齿鲨2：深渊》锁定暑期档

《我们的岁月》定档3月17日

《达荷美女战士》定档4月14日

《生无可恋的奥托》定档3月24日

《了不起的夜晚》定档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