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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发终极预告

电影《如影随心》定档 4 月 19 日

《狗眼看人心》发角色海报

观众：要带父母去“二刷”
本报讯 由霍建起执导，陈晓和杜

本报讯 由黄磊、闫妮、韩童生、崔

鹃主演的爱情电影《如影随心》正式定

新琴、安吉领衔主演，丁嘉丽、冯嘉怡、

档 4 月 19 日。片方发布“如影”版预告

沙溢、果靖霖、胡可特邀主演，汤唯友

与“花开花落”版海报，同时曝光了一

情客串，著名编剧吴楠自编自导的电

组剧照。

影《狗眼看人心》于近日曝光一组“谢

这部电影改编自安顿的情感实

谢你”版角色海报和一款阵容海报。

录，陈晓饰演的小提琴家陆松与杜鹃

本报讯 近日上映的柏林电影节

海报中，黄磊一句“抱歉有时嫌你

扮演的室内设计师文罂在巴黎邂逅，

太粘人，我忘了你整个白天，都在等我

彼此迷恋越陷越深，进而纠缠出一段

回家”，道尽狗狗对主人的无声守候；

虐心的错爱故事……

闫妮则与爱犬亲昵相拥，
“你过完六岁

“如影版”预告中，杜鹃与陈晓“就

生日，我才意识到，这已经是你的半辈

像翅膀勾住了翅膀”，在巴黎相遇并陷

子”，狗的一生都在爱人，却遗憾无法

状态”
，
也有观众表示
“人的情感能够穿越

入热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原本紧

陪伴主人到老；与爱犬同是超人模样

时间，
这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

紧绑在一起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不

的小主人安吉，一声“我出生的时候你

《地久天长》的时间跨度和叙事背

停的猜疑与拉扯，似乎在证明两个人

就在了，你会一直陪我变成大人，对

景在近年国产影片中颇为少见，触碰

陷入了一场错爱，情感纠葛就像影子

吧？”的反问，满是对狗狗的无尽依恋；

行，浓缩了过去中国 30 年的变迁。导

到中国人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的

一样，抓不住却也离不开，电影中两人

沙溢则为爱犬戴上警帽，
“别人眼里你

的感人故事。黄磊随即在社交平台上

演王小帅表示：
“ 不管社会再变化，我

关系，关注到不同阶级和不同年龄层

的结局也与预告结尾的手机来电一

是宠物，但我知道，你是永远的家人”，

晒出了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心里特别

们都要找到善良，让善良一直发散出

观众的内心和命运，以及中国 30 年的

样，
让人看不出端倪。

直戳泪点。

暖，我会一直保存的。”两位养狗人士

部电影回归电影本源，讲述个体命运

达7年之久，
加上选角拍摄等后期工作，

获奖影片《地久天长》发布了终极预告
片。预告片中，两个家庭，两代恩怨，
从青年到白头，两条时间主线同时进

去，这就是我的愿望。”从提前观影的
效果来看，影片口碑爆棚，观众怒赞
“一定要带自己父母去二刷”，
“近年最
好的国产影片”。
上映前，
《地久天长》开启了全国点

人情与社会变迁。有影评人评价：
“这
的同时，展现了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值得回味。”
影片由王小帅执导，王景春、咏梅

据悉，
《如影随心》剧本准备周期长
耗时近 10 年。霍建起称，
“我想拍的并

每个人都能从电影里看到自己的人生。
”
《如影随心》由宇乐乐影业、万达

《狗眼看人心》讲述了小狗妮蔻舍

惺惺相惜的的暖心互动，引网友纷纷

命救主，死里逃生的主人誓为爱犬讨

泪目：
“ 乖乖在天上，会知道自己被很

回公道，彼此守护，暖化人心的故事。

多人爱着的。”
“ 感谢出现在我们生命
里，
像家人一样陪伴的小可爱们。
”

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片，
更重要的是讲

影业出品，星世纪影业、七祖影业、上

而黄磊家的小土狗乖乖，十年前也经

关系，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活在各种关

海经玺文化等联合出品。

历过同样的故事，感动无数网友。一
（杜思梦）

系中，
我们受益于此，
也受困于此，
希望

位以“同样的爱狗人士”署名的网友，

映，
观影过后，
许多人在社交网络上留言

领衔主演，齐溪、王源、杜江、艾丽娅、

表示自己所在场次的观众在影片结束后

徐程、李菁菁、赵燕国彰等主演。冬春

依照乖乖的旧照，用羊毛毡为黄磊制

都起立鼓掌，
影片的可看性获得了大众肯

影业、和和影业、博纳影视、风山渐文

作了一只惟妙惟肖的“乖乖”公仔，并

定。有观众感慨，
“《地久天长》是一场久

化、春凡艺术电影、正夫影业、万年影

违的重逢，
中国电影终于回归到了最好的

业、万年奈思出品。

（杜思梦）

《人间·喜剧》发布会艾伦上演
“跪榴莲”
本报讯 由孙周执导，艾伦、王智、

高”。戏里戏外都火花不断的二人，虽

鲁诺领衔主演，任达华、金士杰、潘斌

是首演夫妻，但已默契十足。电影中

龙主演的喜剧电影《人间·喜剧》将于 3

扮演一名神偷的潘斌龙在现场透露，

办“生活不易，人间有戏”主题媒体发

吴镇宇《转型团伙》定档 4 月 19 日
本报讯 由吴镇宇并导演担当主

电影《转型团伙》讲叙了“过气”影

演，乔杉、文松、吴志雄、衣云鹤主演的

星宇哥（吴镇宇饰）与当红童星费曼

喜剧电影《转型团伙》日前定档 4 月 19

（费曼饰）因一场拍摄意外而陷入黑帮

日。片方同步曝光“叱咤风云”版预告
以及“对峙”
版定档海报。

纷争的故事。
对吴镇宇来说，重演熟悉的类型

亲手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与自家爱犬

该片由英皇（北京）影视文化传
媒、英皇影业、安乐（北京）电影发行、
万诱引力甲、安乐影片、英皇电影发行
（北京）出品，将于今年 4 月 20 日全国
上映。

（影子）

《乐高大电影2》一网打尽
“宇宙嘉年华”
本报讯 爆笑动画《乐高大电影 2》

形象，在乐高世界中开启疯狂自嘲模

已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并同步曝光了

式，加之在剧情上的前后反差“打脸”，

“宇宙嘉年华”MV。全新的剧情设定

为粉丝们还原了超级英雄们不拯救世

当经典歌曲《友情岁月》响起，吴

片既是银幕上的形象“转型”，也是人

影片中自己偷走了一个“人人都有，人

镇宇、吴志雄领头的“香港团伙”霸气

物心态上的“转型”。当“港片”、
“铜锣

积木小人向经典致敬，上演“乐高宇宙

人都会有”的宝贝，
引起全场好奇。

登场，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回忆杀”；而

湾”这些曾经影响过一代人的关键词

嘉年华”
。

现场还精心策划了一出“民生新

由乔杉带头，文松、衣云鹤等北方喜剧

渐渐淡出大众视线之后，银幕内外的

闻”
播报环节，
艾伦、
王智化身新闻当事

人组成的“东北团伙”，则是近年来广

视梗，更有超多彩蛋密布，堪称资深

受观众欢迎的喜剧新力量。预告片

人物和观众，都面临着 20 年后为人父

神奇女侠和绿灯侠就曾惊喜现身，让

人。虽然新闻内容均改编自电影剧情，

影迷的“天堂”。影片中的音乐部分

现场玩起“捆绑 Play”，艾伦当场被逼

但接地气的播报形式，
正显示了《人间·

中，乔杉一出场，画风顿时从前一秒正

么，如何从青葱岁月转型成长为负责

不少 DC 超级英雄粉丝们激动不已。
而在这次续作中，除了有这四位超级

亦是本片的亮点之一，为这部《乐高

“跪榴莲”。发布会上几位主演通过人

喜剧》独特的喜剧风格。未能到场的导

经严肃的帮派斗争变成了“贱萌”模

任的父母，成熟理性地梳理而立之后

英雄之外，更有亚特兰斯蒂硬汉王者

生骰子做出选择，
接受层层游戏考验。

演也化身
“人间主播”
，
将自己对平凡生

样，一句“吓唬谁呢”瞬间喜感爆棚。

要面临的一系列生活挑战和抉择，则

海王的激情加盟，超级英雄阵容空前

大电影 2》量身打造的潮流音乐和洗

活的感悟与现场观众一同分享。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队人马相遇，

是吴镇宇更想在《转型团伙》中寻求的

强大，上演乐高版的“正义联萌”
。

月 29 日全国上映。近日，影片在京举

布会，同时发布终极海报。主演艾伦、
王智、鲁诺、潘斌龙集体亮相。
首演夫妻的艾伦与王智默契十足，

艾伦表示和王智合作演夫妻是一
直以来的梦想，王智也将“三高”的评
价送给艾伦：
“ 个子高，人品高，颜值

电影《人间·喜剧》由万达影视、北
京汉裕国际出品。

（杜思梦）

却因文化差异与各有所长的喜剧风格
而笑料百出，
看点十足。

母的压力与中年危机焦虑的阶段。那

“转型”
答案。
（林琳）

创造了不一样的乐高世界，
“ 超酷”的

前作中，乐高世界超人、蝙蝠侠、

不仅如此，在《乐高大电影 2》中，

DC 超级英雄们一改往日潇洒的英雄

界时的爆笑“生活日常”。
此外，被网友称为“宝藏密布”的
《乐高大电影 2》不仅埋藏了《银河护
卫队》、
《豪勇七蛟龙》等诸多经典影

脑神曲，不仅给观众增加了剧情的代
入感，更是为新作的好看程度大大加
分。

（杜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