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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电影《回到过去拥

抱你》正式定档 6 月 28 日，影片由花

明执导，侯明昊、彭昱畅、盖玥希、马

可主演。

青春时期的离别总是猝不及防，

为不留遗憾莽撞的少年们常常为了

友情义无反顾。影片中正是讲述了

三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却性格

迥异的好朋友，因误解其中一个人任

性的选择离世，为挽回遗憾另外两人

则想尽办法回到过去渴望拯救他，在

一段段奇妙的时光下三人共同创造

了一段难忘的青春记忆，他们像大多

数少年一样莽撞、直接、不顾后果，但

对待友情却足够用力与勇敢。

该片摒弃了传统青春片的叙事

方式，以一种别样的时空感架构起三

人的友情故事，他们共同在笑泪中成

长、在时光中巡游，将为观众打造一

场贯穿整个青春的时空拼图游戏。

除了新颖的叙事方式和共鸣感

极强的青春故事外，影片的主演阵

容同样令人惊喜，侯明昊搭档彭昱

畅的“超高颜值”组合，满满的都是

溢出画框的青春感。自出道以来

侯明昊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都有出

色表现，《嫌疑人 X 的献身》中的

“天才少年”唐川、《寒武纪》中呆萌

冷酷随意切换的捡子、《人不彪悍

枉少年》中纯真孝顺的花彪，其塑

造的多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

电影《回到过去拥抱你》由北京

耀莱影视、北京时代影响力影视、文

投控股股份等出品。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郭涛首执导

筒并主演的电影《欲念游戏》宣布

正式定档4月12日，同时公布了定

档海报，主演阵容随之曝光。

海报中，张子枫、姜潮、梅婷、

范伟四位主演处在蝴蝶巨大的翅

膀中，身处“C位”的郭涛神情惊恐，

仿佛透过面前的高科技装置将众

人皮里阳秋的模样尽收眼底，而海

报中“眼见为虚”四个字将影片的

悬疑气质烘托到顶点。此前，郭涛

曾出演过《烈日灼心》、《盲探》、《疯

狂的石头》等多部口碑票房双丰收

的悬疑电影，此次首执导筒的他将

为观众带来怎样惊喜，令人期待。

据悉，《欲念游戏》的故事题材

前卫、独特，郭涛用以小见大的方

式折射出近未来或存在的社会问

题：在智能科技更加发达的 2020
年，人们乐于与科技产品终日相

伴，常常会沉浸在科技所呈现的虚

拟世界中无法自拔，殊不知危险正

在日益趋近。

谈及电影的创作初衷时，郭涛

表示想在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中呈

现更有新意的内容，“未来科技犯

罪题材是目前中国电影中比较少

涉及的，所以《欲念游戏》可能是大

家没看过的、不熟悉的类型”。

《欲念游戏》由东阳绽放星生

影视、北京海润影业、浙江诸暨升

维传媒、新疆博纳润泽文化传媒出

品，衢州小米影业、爱奇艺影业、凤

凰传奇影业联合出品。

（影子）

郭涛导演处女作《欲念游戏》定档4月12日

《回到过去拥抱你》定档6月28日

本报讯 由法国经典动画电影

《小王子》制作团队全新打造的奇

幻冒险动画电影《虫林大作战》日

前正式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据

悉，该片将于4月13日正式登陆大

银幕，巧借春光，为观众们带来一

场轻松奇妙的“虫林”冒险之旅。

入围第 91 届奥斯卡最佳动画

长片大名单的《虫林大作战》由影

响了一代法国人的经典 IP《小虫虫

的异想生活》改编而成，讲述了流

浪的“艺术家”蟋蟀阿波罗，在机缘

巧合之下来到一座神秘花园，遇到

一群有趣可爱的昆虫，同他们一起

在花园中发生的一个关于友情和

勇气的故事。

该片由第 41 届法国凯撒电影

奖最佳动画片《小王子》制作团队

全“心”打造，由获得法国安锡国

际动画电影节翘楚奖的法国著名

动画导演 Arnaud Bouron 编剧并执

导，配乐更是由曾获奥斯卡最佳

原创歌曲提名的法国电影音乐大

师 Bruno Coulais 亲自操刀制作。

片中主角们活灵活现、精美细致的

形象设计，美轮美奂的画面效果充

分展现了制作团队的高水准制作

功底。 （影子）

本报讯 日前，由曾执导《摩登

年代》的导演邵晓黎操刀，刘青

云、尤靖茹、孔维、林雪、潘粤明、

周知等主演的浪漫喜剧电影《我

的宠物是大象》发布“追梦版”海

报和“让世界充满爱版”预告。值

得一提的是，《我的宠物是大象》

是刘青云首次以普通话原声对白

表演的电影。

预告中，灿烂的金色花海、郁

郁葱葱的绿色大地、热情洋溢的东

南亚风情、诗意的马戏团都很养

眼，还有可爱的大象圈粉。主演刘

青云与尤靖茹为了大象对峙，天雷

勾动地火，“烂仔”遇上“女勇士”，

引发一段荒唐奇缘。

（影子）

本报讯 2014 年，一部犯罪悬

疑电影《心迷宫》横空出世，成为

当年的口碑黑马。如今由制片人

任江洲带领新锐制作团队继续前

行。在延续前作烧脑风格的同

时，《心迷宫 2》也将以全新故事挖

掘人性和探讨人生。出品方海平

面影业将继续启用青年新锐导

演，以全新视角切入，目前该片即

将开机。CAA 签约海外归来的新

锐导演牛博宥将领衔创作。

近日，任江洲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对外透露，海平面影业已经

完成天使轮融资，而令喜爱烧脑、

悬疑影迷期待的《心迷宫 2》将于

近日开机，2019 年底全国上映。

据了解，此次《心迷宫 2》的筹

备也是历经两次立项多番打磨。

从最新的立项信息看，《心迷宫 2》

仍将瞄准人性的探讨与挖掘，影

片将讲述出差归家的宗耀发现妻

子外遇的种种端倪，爱妻深切的

他在找情夫对峙时不料失手将其

杀害，并仓皇逃回家中。面对吐

露心声的妻子，宗耀何去何从？

“这一部将继续启用青年导演来

拍摄，也是青年导演牛博宥的长

片处女作。牛博宥同样想拍出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悬疑、烧脑

电影，影片将延续《心迷宫》的叙

事方式，再度给观众奉献一部特

别的影片，将交织的时间与空间

呈现在观众面前。”制片人任江洲

提到。

据悉，《心迷宫 2》已在苏州

和上海建组，将于 3 月中下旬开

机拍摄。

（姬政鹏）

《心迷宫2》即将开机启用新锐导演

《我的宠物是大象》预告海报双发

本报讯 由李少红执导，严歌苓同

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妈阁是座城》先导

预告日前正式曝光。影片讲述了赌城

澳门里，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纠葛。

3月 15日，影片正式公布先导海报与先

导预告，强大阵容也随之公开。白百

何、黄觉、吴刚领衔，刘嘉玲、曾志伟等

重量级“戏骨”加盟。预告中，白百何饰

演的梅晓鸥辗转于赌徒之间，情迷“妈

阁”澳门，不知何去何从。

正式公布的“筹码”版先导海报颇

令人玩味，一张斑驳的红桃 A，一抹红

唇，欲说还休。先导预告中，赌城澳门

纸醉金迷。风度翩翩的艺术家史奇澜

（黄觉饰）、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段凯文

（吴刚饰），小人物卢晋桐（耿乐饰）都甘

愿沦为赌客。而白百何饰演的梅晓鸥，

在这座欲望都市中，做“叠码仔”谋生。

预告中，梅晓鸥一句“他是我带进赌场

的，这个责任我要负”道出她和赌客们

微妙的关系：游走在男人和赌场之间，

过着放债与讨债的生活。只是别人讨

的，是“赌债”，而梅晓鸥讨的是“情

债”。一个女人，三五过客，信任、博弈、

决裂、真心，交织在这座人性迷城中。

作为这个“女人戏”的灵魂人物

——梅晓鸥的饰演者，白百何在短短30
秒的镜头中令人耳目一新，一改以往的

清新形象，眉宇间忧虑深藏，一个在爱

与生活中流离的坚韧女人跃然闪现。

此外，《妈阁是座城》的阵容耀眼，“老戏

骨”刘嘉玲、曾志伟、梁天，年轻一代的

于小彤、胡先煦一一亮相，堪称网罗几

代实力派，十分有戏。

《妈阁是座城》由李少红执导，根据

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白百何、黄觉、

吴刚领衔主演，刘嘉玲、曾志伟友情出

演，钱小豪、梁天、彭敬慈、魏璐主演，耿

乐、苏小明、于小彤、胡先煦特别出演。

电影讲述了一个女人在赌城澳门做叠

码仔谋生，与三个男人发生的爱恨纠

葛。有望于年内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爱情电影《比悲伤更

悲伤的故事》于 3 月 14 日“白色情

人节”正式公映。

这部由林孝谦执导，陈意涵、

刘以豪、张书豪、陈庭妮主演的爱

情片自公布引进大陆的消息以

来，便收获高度期待。该片此前

已陆续在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映，均获得

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电影火

爆亚洲，走出长线，“好哭”、“催

泪”成为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连

知名歌手林俊杰都在观影过程中

频频抹泪，发文表示：“真的不是

一般的催泪，几位演员朋友表现

得那么好，才会看得那么投入！”

被电影虐哭的观众无法用数字衡

量，全场抽泣的现象屡见不鲜。

陈意涵和刘以豪都在电影中

贡献了绝佳的表演，征服观众。

在影片拍摄前陈意涵便坦言：“我

百分之百信服了这个角色，我会

拼了命把她演到最好”。

电影如此催泪的另一个重要

原 因 则 来 自 于 由“ 天 生 歌 姬 ”

A-Lin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

伤》。歌曲浓缩了整部电影的精

华和核心，“有一种悲伤，是你的

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道尽了故

事中复杂难言的情愫，令人怅然

若失。《有一种悲伤》在各平台上

引发了一股翻唱风，《创造 101》的

选手许靖韵也加入了“翻唱大

军”，边弹边唱，并在微博里直言

“忘记哭了多少遍”。

（木夕）

本报讯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智力障碍人士实力出演的励志感

人影片《篮球冠军》将于 3 月 22 日

登陆全国各大院线。近日，电影官

方发布终极预告，更多新鲜剧情得

以揭秘，队员们能否在决赛中胜出

成为最大悬念。

预告伊始，篮球队教练马尔科

因一次酒驾经历不得不面临 90 天

社区服务，被迫执教一支由智力

障碍人士组成的篮球队。傲慢暴

躁的教练消极对待球员，而性格

各异，甚至有些“难以驯服”的球

员令人又爱又恨，有的把球场搞

砸，有的爱怼人，有的要抱抱……

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在球场上引

发了一系列争吵和笑料。就是在

这样风波不断的训练中，马尔科

渐渐地被一群乐观可爱，积极向

上的球员们打动，从一开始逃避

畏缩，不愿承诺的他开始直面现

实，与队友并肩战斗，共同踏上困

难重重的决赛征程。

双方在这段球赛旅程中建立

起相互信任的关系，用爱和温暖

治愈了彼此。他们都有自己的不

幸，有的是在婴儿时期烙下的病

根，有的则是在妈妈的子宫里发

育不良，但身体上的一些缺陷丝

毫没有影响到热爱生活的心，相

反，大家比常人拥有更多的善良、

诚实和爱。

电影《篮球冠军》用一种轻松

诙谐的方式直面社会主流偏见，

表达了智力障碍群体渴望像正常

人一样被对待，获得作为一个人

的尊严。

（赵丽）

李少红新片《妈阁是座城》发先导预告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掀“催泪风暴”

励志喜剧《篮球冠军》发布终极预告

《虫林大作战》内地定档4月13日

本报讯 在 3 月 14 日“白色情人

节”之际，由陈晓、杜鹃主演的都市爱

情电影《如影随心》惊喜发声，曝光了

一组由导演霍建起、原作安顿、出品

人薛晓路、音乐总监陈建骐以及“乐

坛天后”那英，亲笔手写“安利”影片，

高调发声从制作、类型、故事剧情以

及音乐等全方位诠释揭晓影片独特

之处。

影片发布的主创手写预热图全

方位展现了影片《如影随心》的“匠心

独具”。导演霍建起从电影制作角度

出发，“这里没有浮夸，只有极致”，表

明了对影片创作的精心考究；出品人

薛晓路写道“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

挚”体现影片在类型上的突破和创作

之用心；原作作家安顿则以一句“这

里没有对错，只有经过”从内容上引

发观众的情感共鸣；音乐总监陈建骐

称“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心跳”，则让

大家对电影原声更加好奇。

而除了《如影随心》幕后班底的

手写寄语外，最令大家惊喜的则是那

英的鼎力支持，此前曾为电影《如影

随心》创作主题曲《两个人一个人》的

“那姐”，亲手提笔写到个人对影片的

理解：“这里没有真相，只有真情”，让

观众对这部都市男女之间的错爱故

事充满了期待。

霍建起称：“《如影随心》是中

国的情感实录，但它所触碰到的情

感区域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

外，这是他继 2005 年执导《情人结》

后再次搭档著名编剧安顿，加上出

品人薛晓路与天才音乐总监陈建

骐，组成“爱情电影黄金推手”的“王

牌组合”。

（影子）

《如影随心》发“手写情书信”

李少红（右）给白百何（左）讲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