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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电影《脐带》北京首

映礼温暖举行，影片监制曹郁、姚晨，

导演乔思雪，主演巴德玛、伊德尔、娜

荷芽，声音指导富康、造型指导李宙、

音乐人欧尼尔，制片人刘辉、胡婧悉数

亮相。

《脐带》由傅若清担任总制片人，

曹郁、姚晨监制，青年导演乔思雪编剧

执导，演员巴德玛、游牧电子音乐人伊

德尔主演，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带着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曾经生

活过的草原，陪她寻找记忆中的“家”

的故事。

活动现场，众位主创畅谈幕后创

作故事。导演乔思雪万分感慨，动情

表示，“从剧本创作到今天走进影院，

过去了四年。非常感谢我的两位监制

曹郁、姚晨，包括这么多优秀的主创陪

我一路把我的处女作做完，希望大家

能在影片中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监

制姚晨则笑言“自己在这部电影里的

表演都被另一位监制曹郁剪掉了，但

这也保证了这部电影的艺术品质”。

监制曹郁则真挚地分享道：“《脐带》像

是一首特别纯粹的也很温柔的诗，对

我来说是特别值得骄傲的经历”。

首映礼现场，多位业内人士到场

支持，并发表真挚感言。编剧、监制李

樯分享：“我母亲和我父亲都是阿尔兹

海默症，这种题材跟我个人密切相

关。影片有普世价值，它是对共同困

苦、共同希望的一次讴歌”。演员徐帆

被影片中动人的母子情所打动，“这部

电影不只让我看到了温暖和力量，我

还感受到了母子之间的甜”。导演陈

思诚则为影片构造的绝美意境而沉

醉：“这是一部如梦似幻的诗一样的电

影，我很喜欢影片最后很浪漫的对死

亡的那种既有写实又有写意的表现，

我认为死亡有可能也像我们人类剪断

了跟地球或者这一世的脐带，去向另

一个世界”。 （影子）

《望道》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接下了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从此改变

了人生轨迹。历经时代动荡变革，友

朋或牺牲或离去，陈望道面临生死抉

择的考验。

上映日期：3月24日
类型：剧情/历史

编剧：贺子壮 / 宋晋川 / 侯咏

导演：侯咏

主演：刘烨 / 胡军 / 文咏珊 / 王锵

出品方：上影集团

发行方：上影股份/上海联和

《不止不休》

韩东怀揣新闻理想与女友小竹开

始了北漂生涯，期间在知名记者黄江的

帮助下进入报社实习，在一次案件调查

中，韩东发现了背后更大的真相……

上映日期：3月24日
类型：剧情

编剧：黄苇 / 黄旻旻 / 陈乘风 / 李
静睿

导演：王晶

主演：白客 / 苗苗 / 张颂文 / 宋洋

出品方：陌陌影业/上海暖流文化等

发行方：猫眼微影/中影股份

《藏历一年》

四段故事的时间分别是一年中的

春、夏、秋、冬，地点分别是牧区、农村、县

城、城市，主角分别是小孩、青年人、成年

人、老年人。全片讲一年的故事，也是讲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辈子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剧情

编剧：高剑

导演：高剑

主演：扎西桑珠/达瓦珠扎等

出品方：刀光剑影影视

发行方：山西如影随行

《克拉玛依历险记》

守护小精灵克拉和玛依，意外发

现了被陨石军团劫走的幸福之城小主

人宝石光，只有帮助他找到父母和金

色雪莲，才能重建家园……

上映日期：3月22日
类型：动画/冒险

编剧：杜毅 / 李梦桃 / 孔令涛

导演：杜毅 /丰志辉 /李梦桃 /张瑞

出品方：克拉玛依广播电台等

发行方：源欣影业

《铃芽之旅》（日）

少女铃芽遇见了为了寻找“门”而

踏上旅途的青年。追随着青年的脚

步，铃芽来到了山上一片废墟之地，在

这里静静伫立着一扇古老的门。铃芽

仿佛被什么吸引了一般，将手伸向了

那扇门……

上映日期：3月24日
类型：动画/奇幻

编剧：新海诚

导演：新海诚

出品方：日本东宝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股份

《生无可恋的奥托》（美）

奥托在妻子离世后郁郁寡欢、愈

发暴躁。当邻里间的温暖与善意重新

填满奥托的内心，他的人生会发生什

么变化呢？

上映日期：3月24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大卫·麦基 / 弗雷德里克·
巴克曼 / 汉内斯·赫尔姆

导演：马克·福斯特

主演：汤姆·汉克斯 / 玛丽安娜·
特雷维尼 / 瑞秋·凯勒

出品方：哥伦比亚影片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博士还乡》

以抗战时期河南大学流亡办学的

悲壮历史为背景，以该校留学归来的

博士赓续河大精神、扎根基层为国育

才的壮举为故事主线，生动展现了河

大师生与人民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

的英雄情怀。

上映日期：3月24日
类型：剧情

编剧：张芳

导演：马会雷

主演：武文佳 / 张明健

出品方：隆森百田文化

发行方：天津哈喽你好文化传媒

《方寸之爱》（印度）

银行职员桑杰与卡莉娜都无法挣

到足够的钱购买自己的房子，因此二

人决定为了互惠互利假结婚。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喜剧/爱情

编剧：阿西夫·阿里·贝格 / 阿南

德·蒂瓦里 / 萨米特·维亚斯

导演：阿南德·蒂瓦里

主演：维杰·卡沙尔 / 安吉拉·达

尔 / 阿兰克里塔·萨海

出品方：印度RSVP电影工作室

发行方：中影股份

本报讯 3月 20日，由贾樟柯监制

的现实题材电影《不止不休》在北京举

办首映礼，导演王晶、主演白客、张颂

文等主创人员与现场观众分享幕后故

事，剖白创作初心。

首映礼上，王晶介绍说，为还原真

实质感，主创团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去采访了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搜集了

大量现实材料，最终浓缩为一个暖心

又励志的故事。“面对较为沉重的社会

话题，影片没有着重刻画苦难，而是以

平实而克制的方式呈现矛盾。通过类

似纪录片的影像表现形式，向观众传

递极具真实感的信息。”

虽然张颂文也经常接触记者，但

他在首映现场透露，接下这个角色后，

他还是请导演帮忙联系那个年代的调

查记者，他想认识他们。后来，导演特

意组了个饭局，邀请资深媒体人与张

颂文交流，讲当年采访的经历和幕后

故事，报纸新闻编发的流程等。张颂

文说，“那天晚上对我意义非常大，后

来又从他们手里拿到了一个新闻记者

手册……我到今天还记得，（里面说）

作为新闻媒体人，应该秉承客观公正

的态度，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要作为

一个参与者，这个对我触动很大。”

与媒体人的交流，让张颂文理解

了新闻人和新闻职业，他认为，报道要

客观记录事实，不要预设立场，不要有

浓烈个人色彩，“所以我跟白客刚拍

时，（戏下）没那么熟，后来过了十天熟

了之后，演戏就觉得不太对了。”

“这世上的事，有哪件是跟我们一

点关系都没有呢？”影片中这句掷地有

声的台词直击人心。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王

红卫在首映现场表示，“这不仅是一部

讲述记者生涯的电影，更是一部用新闻

工作者的责任感去拍的电影。这在当

下特别不容易，尤为值得肯定。这两年

有个词儿叫做‘温暖现实主义’，但电影

不应成为‘暖宝宝的现实主义’。作为

电影人，如果不做商业娱乐（片）的话，

而是去拍一部严肃的电影，那么现实是

什么样的，我们就把它拍成什么。”

《不止不休》由白客、苗苗、张颂文

领衔主演，宋洋特别出演，王奕权、周

野芒主演，秦海璐、胡天渝友情出演，

白红标、张磊、程小夏友情客串。近

日，该片在全国多城开启超前点映，片

中新闻记者对真相的坚定追寻唤起了

众多观众共鸣，影片将于 3月 24日全

国上映。

（姬政鹏）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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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于 3月 24日本周五在全国

艺联专线上映，影片已全面开启预售，

并发布预售海报及终极预告，“毒舌老

大爷”奥托的多面生活呈现在观众面

前。

该片改编自温暖全球的高分畅销

小说《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讲述了因爱妻离世而失去生活希望的

奥托，在乐天邻居的善意下重拾生活

信念的故事。

海报中，这位暴躁的毒舌老大爷

怀抱猫咪，神情十分放松。一直以来

习惯以拒人千里的姿态来示人的奥

托，在毛茸茸的爱宠面前也罕见地展

现出了温柔一面。同时释出的终极预

告，则揭示了奥托的人生经历。极具

秩序感的奥托一出场便摆出一副“不

好惹”的姿态，不仅对新邻居泊车方式

横加指责，更是粗鲁地拒绝玛丽索的

关心：“为什么大家不能管好自己的

事！”

《生无可恋的奥托》在海外上映后，

斩获无数好评，烂番茄爆米花推荐指数

高达97%，IMDb评分7.6分，国内豆瓣

平台也以8.2分的好成绩强势开分。

《生无可恋的奥托》由索尼哥伦比

亚影片公司出品，《追风筝的人》导演

马克·福斯特执导，汤姆·汉克斯主演

并担任制片，3月24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新海诚导演最新集大成

之作《铃芽之旅》近日在北京大学百周

年纪念讲堂举行了“奔赴春之约”中国

首映礼。现场，新海诚与北京大学的

学生们就电影的各个方面展开深度交

流与热烈讨论，同学们对影片好评连

连。歌手周深也惊喜亮相，献唱了电

影同名中文主题曲《铃芽之旅》，并与

新海诚导演互送礼物。

电影《铃芽之旅》讲述了少女铃

芽与寻找“门”的少年草太宿命般地

相遇，共同踏上关闭灾难之门的冒

险故事。一路上风雨兼程，温情相

伴，铃芽最终拯救了世界也拯救了

自己喜欢的人。

北大首映礼观影结束后，台下的

观众陷入深深的感动与思考，同学们

踊跃提问分享感受。被问及对中国动

画的看法时，新海诚表示“非常喜欢

《罗小黑战记》，看完之后深受震撼，设

计《铃芽之旅》中的猫咪大臣时也参考

了《罗小黑战记》中的小黑猫”。

对于影片展示的深刻“灾难”主

题，不少同学感同身受，有一位汶川地

震的亲历者表示影片给了他很多的共

鸣，对于他来说铃芽的关门之旅更像

是一次灾后重建的自我救赎。新海诚

引用片中金句对他进行暖心鼓舞，“虽

然经历过伤痛，但是接下来会喜欢某

些人，也会被很多人喜欢，大家都是这

样互相扶持着走下去的”，导演希望通

过《铃芽之旅》这部影片给大家带来治

愈与勇气。

北大首映现场，新海诚现场揭幕

为中国观众亲手绘制的独家海报，解

释了海报中特别的深意，海报背景中

的船只就是当年东日本大地震时被卷

上屋顶的那艘，希望给观众传达与伤

痛的过去和解，坚定走向新生活的鼓

舞。电影《铃芽之旅》在全球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上映，新海诚导演只为中

国观众特别手绘了海报，这份沉甸甸

的诚意令人感动。

《铃芽之旅》将于3月24日全国上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全

国路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与此同

时影片近日发布“宇宙的信号”预告及

“蒸汽波”海报，并宣布开启预售。

全新预告以“四合一”形式发布，

分别由电视机篇、宇宙功德箱篇、信号

锅篇、陨石猎人篇 4个片段组成。杨

皓宇饰演的主编唐志军带领编辑部大

姐秦彩蓉（艾丽娅 饰）、外星研究爱好

者那日苏（蒋奇明 饰）、晓晓（盛晨晨

饰），并与意外结识的神秘少年孙一通

（王一通 饰）一同踏上寻找“外星人”

的旅途。一个个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

的人物接连登场，怀揣各种线索与猜

想，寻找着关于“外星人”的蛛丝马

迹。“宇宙的信号”预告将科幻元素与

喜剧激情碰撞，复古风格十足，让观众

不得不好奇，这趟神秘旅途的终点将

通往何处？

影片还发布了“蒸汽波”海报，浓

烈的色彩奔涌而发，充满着复古动感

的强烈风格。身穿宇航服的主编老唐

与宇宙探索小分队神情各异，接受外

星信号的老款电视机独占中心位，影

片中各种元素分散开来，诙谐又奇妙。

《宇宙探索编辑部》由王红卫、郭

帆监制，孔大山执导，杨皓宇、艾丽娅

领衔主演，王一通、蒋奇明、盛晨晨主

演，郭帆（北京）影业、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等公司联合出

品，将于4月1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和布伦屋制

片公司联合出品，恐怖片领域“金字招

牌”温子仁担任制片的惊悚AI沉浸大

片《梅根》3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首

映。观影嘉宾和业界媒体纷纷赞叹大

银幕观看《梅根》的超爽惊悚体验感，

而现场来自电影主角——人工智能玩

偶“梅根”对中国观众的独家问候视频

和风靡全球的“梅根舞”表演令来宾沉

浸感十足，身临其境的惊悚体验让人

意犹未尽。

电影中，“梅根”是一款人工智能

玩偶，精致的萝莉外形让她看上去人

畜无害。从最贴心的“玩伴”到自主意

识失控后的“杀戮机器”……恐怖元素

从熟悉的生活场景逐步渗透到人工智

能为主宰的深度惊恐，温子仁再次用

他的叙事张力将现场观众带入到了被

“温式恐惧”支配的境地中。映后，就

在观众们还沉浸在故事中意犹未尽之

时，AI萝莉从银幕中“杀”到现场，让

人心跳加速，紧张氛围瞬间升级。台

上的“梅根”们，上演了一场风靡全球

的剧情中同款“梅根舞”，动作机械又

诡异，似乎预示着下一秒就要大开杀

戒，惹得众人直呼代入感太强。

谈及对电影《梅根》的评价，现场

观众们也是丝毫不吝赞美。“梅根对人

类首杀那段有被吓到！上一秒还是乖

巧听话的玩偶，下一秒就四肢着地，像

野兽般奔跑在静谧的森林中……极致

的阴森诡异，是我熟悉的温子仁恐怖

配方。”“画面和音效相得益彰，紧张气

氛几乎贯穿始终，影院观影会给体验

加分！”所有观众均表示故事氛围在大

银幕集体观影时更加浓烈，此起彼伏

的尖叫声，环绕式配乐的衬托，使惊悚

效果加倍，是令人十分享受的观影体

验。

《梅根》已于3月17日在中国内地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出品的动作惊悚视效大片《逃出白

垩纪》近日发布“高能警报”预告，伴

随着惊悚指数满格的镜头与音效，观

众们将沉浸式穿越至 6500万年前的

地球，身临其境感受猛兽追杀。影片

定于 3月 31日全国上映。

透过预告片镜头，史前地球的残

酷性可见一斑，令人不由得惊呼：“隔

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猛兽骑脸的恐

怖。”预告片中，指挥官米尔斯猛然惊

醒，疯狂鸣响的警报装置持续冲击着

米尔斯的双耳，绝望地发出警告——

攻击力碾压人类的史前猛兽正在迅

速逼近。面前是深不见底的洞穴与

猛兽发出的低吼，身后是被暴雨笼罩

的未知世界，一切迹象都在预示着即

将爆发的殊死对决。影迷们在看完

预告后也纷纷表示“完全不敢大口喘

气”、“必须拉上朋友一起看才不会害

怕”。

《逃出白垩纪》由美国哥伦比亚

影片公司出品，《寂静之地》编剧团队

史考特·贝克与布莱恩·伍兹执导并

编剧，《蜘蛛侠》系列电影导演山姆·
雷米担任制片人。

（杜思梦）

《逃出白垩纪》发“高能警报”预告

本报讯 由陈晨执导、编剧，杨烁、

李萌萌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不能错

过的只有你》近日发布“跨过现实”版

预告，生动诠释了成年人的爱情饱受

现实冲击的一面。

成年人的恋爱总是绕不开现实问

题，在大城市更甚。“跨过现实”版预告

中，一句“青春，谁的青春不是青春？

为什么非得失去了，才知道它有多珍

贵呢”拉开故事序幕，耗尽青春相爱的

两人在漂泊的路上相互陪伴，憧憬着

有一天能够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和

对方有一个温馨的家。然而理想中的

爱情总是完美的，可现实却总是事与

愿违，曾经为对方付出的真心与牺牲

在争吵时都化成了刺向对方的利剑，

原本“在这偌大的城市有个家”的梦想

也随之成为两人分崩离析的催化剂。

正如台词所说“我不是没努力过，

这么多年我都把精力放在你身上了，现

在我变成你想变成的那个样子，嫌弃

了”，爱意未曾消散，残酷的现实却让原

本双向奔赴的两人争锋相对。分手后

的两人各自神伤，似乎在叹息现实的无

奈，又像在惋惜逝去的爱情。这一幕，

正是广大情侣爱而不得的真实写照。

人总是根据失去时的痛意来分辨爱意

的深浅，结尾那句直戳人心的“如果可

以，我真的不想错过你”在暗示两人感

情走向的同时，也勾起了不少观众有关

曾经那份不想错过的爱情回忆。

影片将于4月1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新线影片公司出品，

DC超级英雄电影《雷霆沙赞！众神

之怒》3月 17日于中国内地与北美同

步上映。影片的中国首映礼上，主演

扎克瑞·莱维、刘玉玲视频连线，与全

场观众直播见面，与大家分享影片精

彩幕后故事，令观众直呼精彩。

主创们的问答环节诚意满满，

纷纷给出超有料的答案——在问及

扎克瑞对沙赞在两部影片中变化的

理解时，他认真回答道：“第一部中

的比利是一个青少年，非常渴望家

庭，而在第二部中快要成年的比利

面临着离开家庭的压力，同时前来

寻仇的女神们也让比利不得不接受

艰难的挑战”。作为首次加入DC宇

宙的刘玉玲，她非常开心能够加入

沙赞家族，同时对于这段拍摄经历，

她也表示：“这次拍摄收获了很多好

朋友，我非常珍惜这段友谊”。

作为《雷霆沙赞！》续作，《雷霆

沙赞！众神之怒》此次可谓是全面

升级。视效层面——画面与音效的

双重冲击，将带领观众体验前所未

有的极致视听观影体验；剧情层面

——将承接前作，增加更多曲折情

节及有趣桥段，让观众震撼之余还

能体会故事内核；角色层面——将

增加强悍且具有绝对优势的反派大

军，复仇女神和怪兽军团的双重组

合让这场大战胜负难料。不仅如

此，影片中隐藏诸多彩蛋，更埋下无

数笑点，除去全程惊险刺激的观影

体验，观众还能尽享一场轻松解压

的冒险之旅。

《雷霆沙赞！众神之怒》由大

卫·F·桑德伯格执导，扎克瑞·莱维、

亚瑟·安其、瑞秋·齐格勒、刘玉玲、

海伦·米伦等主演。

（杜思梦）

◎新片

《铃芽之旅》北大首映

导演新海诚：“非常喜欢《罗小黑战记》”

汤姆·汉克斯领衔《生无可恋的奥托》艺联专线上映

电影《不止不休》在京首映

深度还原新闻工作者责任感
《脐带》北京首映获业内盛赞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预售全面开启

《不能错过的只有你》演绎成年人现实爱情图鉴

温子仁制片《梅根》首映获赞“不一样的惊悚片佳作”

《雷霆沙赞！众神之怒》中国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