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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贾玲编剧并执导，贾玲、

沈腾、陈赫、张小斐主演的喜剧电影

《你好，李焕英》将于 2021 年大年初一

（2月12日）全国上映。近日，该片发布

贾玲、沈腾和张小斐三人“都很优秀”

版海报。火红的背景、金光闪闪的奖

章和贾玲、沈腾和张小斐三位主演眼

角眉梢的笑意，齐聚在这张光芒四射

的奖状之中，装点出了复古而热闹的

氛围。

海报中，饰演李焕英的张小斐身穿

小碎花衬衣，梳着两根整齐的麻花辫，

尽显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婉风情；在影片

中饰演贾晓玲的贾玲乖乖地依偎在张

小斐肩上，笑得两个小梨涡格外惹人疼

爱，明丽的黄色外套既温暖亮眼又俏皮

活泼；沈腾则侧身站在张小斐的另一

边，将目光投向前方，他身着的绿色背

心为立领的衬衫增添了更多暖意，也与

贾玲身上的暖黄色彩、背景的红黄基调

交相辉映，织就了一副喜悦的图景。在

影片发布的定档预告中，贾晓玲（贾玲

饰）自称是李焕英（张小斐饰）的表妹，

想要帮忙问问“厂二代”沈光林（沈腾

饰）对李焕英的感觉；而此前曝光的“这

是什么样的家庭啊”版预告中，沈光林

应了贾晓玲一声“爸”。这张“都很优

秀”海报的发布，不禁令人猜测：贾晓玲

真的帮李焕英和沈腾牵线搭桥成功？

这张奖状难道是三人的全家福？三人

人物关系扑朔迷离，足够让观众的好奇

心与期待值爆表。

此次“都很优秀”海报设计用心巧

妙、别出心裁，以奖状的形式欢快登

场，明媚的色彩抓人眼球。比奖状更

加闪耀的，是三位主演明媚的笑容，虽

然都是“笑”，但这三位可谓“笑出不

同、笑出风采”。 （影子）

本报讯 喜剧电影《温暖的抱抱》

日前在北京举办全球首映礼，华谊兄

弟副董事长、CEO，总制片人王中磊；

爱美影视创始人CEO、出品人、总制片

人李亚平，导演兼主演常远，主演李

沁、乔杉、马丽、王智、魏翔、王宁、黄才

伦、王成思、陈昊明、米可、李海银、许

文赫等现身活动现场，与观众分享幕

后故事。

《温暖的抱抱》根据韩国电影《计

划男》改编。提及为何会关注完美主

义者的题材，常远坦言“每个人生活中

都有自己的小怪癖，自己也有，还是希

望用喜剧的方式给大家带来温暖，治

愈每个人孤独的小角落”。首演喜剧

电影的李沁表示，“很开心能和非常优

秀的喜剧天团合作，为了不笑场每天

都拍着大腿演戏，也学会了小龇牙、大

咔嚓等行话，对喜剧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身为好友的贾玲此次也现场力挺

常远，并对他发出了“转型导演很成

功，没想到还会转型偶像派”的疑惑提

问。演员魏晨称赞这是一部有笑有泪

的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感受到了爱的

力量、成长的力量。导演张栾大赞影

片的独特影像风格，肯定常远为电影

的无限付出。现场也有影迷改编影片

中“音乐精灵”的台词，激动表示“以后

常远的电影我都会去看，这是您的影

迷对您的承诺”。一位女观众更哽咽

感谢所有主创，表示“这是今年看过的

最开心的电影，笑着笑着就哭了，哭了

之后又笑了，特别治愈”。

该片将于 12 月 31 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宫崎骏珍爱之作《崖

上的波妞》将于 12 月 31 日上映。

电影一经定档便成为同期最受期

待影片之一，不仅多次登顶各大

平台热搜，点映场口碑更获得全

五星好评。日前，电影官宣片中

最具喜剧性的角色——波妞爸爸

“藤本”将由雷佳音实力献声。此

次配音演员选择颇为用心，一方

面雷佳音的专业能力在业内和观

众中都很获认可；另一方面他拥

有为动画角色配音的出色经验。

对于首次声音出演宫崎骏大师作

品，雷佳音极为认真，沉浸式配音

“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用力”。而且

同为父亲的雷佳音更能理解太爱

女儿而过度操心“波妞”老爸。雷

佳音还表示，《崖上的波妞》是一

部能拉近家人距离的影片，跨年

会带全家一起看。

此次《崖上的波妞》日文原版

和中文配音版将同步登陆全国院

线。影片已于圣诞期间开启全国

点映。充满幸福感的故事深受全

年龄段观众喜爱，更被称为跨年

家庭观影首选。

该 片 由 中 国 电 影 集 团 公 司

进 口 、中 国 电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中 国 电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译制，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登

陆中国大陆院线。

（木夕）

《送你一朵小红花》

一个声称能“看见未来”的患癌

男孩韦一航，遇见了一个相信“平行

世界”的患癌女孩马小远，在深夜的

露台上，两人遥望夜空，展开了对各

自所向往的美好世界的描述。

上映日期：12月31日

类型：剧情

导演：韩延

编剧：韩延

主演：易烊千玺/刘浩存/朱媛媛/
高亚麟/夏雨

出品方：横店影业/联瑞/儒意影

视/中影/腾讯影业/猫眼微影/嘉映春

天/翘聚/胖小孩/联瑞/不好意思影视/
淘票票/悠蓝

发行方：中影/联瑞/联瑞小树苗

《温暖的抱抱》

对整洁和计划有着超乎常人执

念的鲍抱，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友情爱

情的绝缘体，但在遇到个性率真宋温

暖、妙手“神经”贾医生和假仁假义王

为仁之后，上演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喜

剧故事。

上映日期：12月31日

类型：喜剧

导演：常远

编剧：常远/冷旭阳/王志君

主演：常远/李沁/沈腾/乔杉/马
丽/艾伦

出品方：爱美影视/华谊兄弟/淘
票票/欢欢喜喜/无限自在/耀莱

发行方：华谊兄弟/华影天下/华
夏/猫眼微影

《小破孩大状元》

穷酸秀才小破孩进京赶考，路遇

“彪悍女侠”、江湖骗子、冷酷杀手等

人，引出一系列啼笑皆非、荒唐无语

的故事，一路有惊无险，竟然考中了

大状元。随后，小破孩凭借非凡的绝

学，收编了一彪人马杀奔古城洛阳，

破获一个奇案。

上映日期：12月31日

类型：动画

导演：拾荒/郑成峰

编剧：拾荒

出品方：娱连影业/拾荒动画

发行方：基点影视

《随风飘散》

格拉一直怀疑恩波是自己的父

亲，一次又一次尝试着得到他的认

可，却最终令自己失望。她在这一次

又一次的打击中得到了成长，并成为

站立起来不再需要依靠他人的独立

女性。她最后不但改变了母亲桑丹

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恩波

一家的陈腐观念。

上映日期：12月28日

类型：剧情

导演：旦真旺甲

编剧：霍儿登达

主演：索朗旺姆/更登彭措/旺卓

措/才让卓玛

出品方：峨影集团/洛巴康珠影视

发行方：峨影集团

《崖上的波妞》（日本）

海神之女波妞从深海出逃玩耍，

却被困在玻璃瓶里冲到岸上，碰巧被

宗介救出，两人因此相识。但是波妞

的父亲认为人类世界肮脏丑陋，强行

把波妞带回海里。面对父亲的阻挠、

席卷小镇的海啸，以及永远失去魔法

的威胁，波妞仍然大胆而坚决地决定

——要变成人类跟宗介在一起。

上映日期：12月31日

类型：动画

导演：宫崎骏

编剧：宫崎骏

配音：奈良柚莉爱/山口智子/长
岛一茂

出品方：日本吉卜力工作室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电影电视

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如期举

行。

会上，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第二届主席团主席朱新安作了题

为“用镜头记录时代·用光影讴歌

人民”的郑州市影视协第二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报告从影视产业的

蓬勃发展、影视创作硕果累累、电

视事业创新进取、交流合作不断深

化、百花齐放星空璀璨、影视惠民

成效显著、人才队伍不断充实等七

个方面总结回顾了郑州市影视行

业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以及发展

现状。从影视创作缺乏精品表达

扛鼎之作、影视人才队伍建设较为

薄弱、传统媒体发展亟待开创新局

面等方面查找郑州影视行业存在

的不足。从始终坚定创作方向、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展现郑州符

号、持续强化影视交流、大力弘扬

行业新风等方面规划了郑州市影

视行业未来五年的工作方向。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

和主席团，朱新安当选新一届主席团

主席；刘斌、闵慧东、张国晓、尚蔚、胡

兆丰、徐亚楠、翟羽当选为新一届主

席团副主席；廖祥锋、姚丽勤、杨阳、

郭永涛等40名同志当选新一届理事

会理事。大会主席团聘任北京电影

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同志为新一

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原郑州市电影电

视家协会副主席张惠民同志为顾问。

郑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景雪

萍对新一届主席团提出要求，希望能

够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之上，继续发挥

协会职能，大力营造中原影视创作的

浓厚氛围，齐心合力形成影视创作的

新局面，努力创作出展现中原文化的

影视精品，充实影视人才队伍，团聚

凝聚广大影视工作者，弘扬行业新风

正气。

大会审议通过了《郑州市电影电

视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作

报告》，并制定了郑州市电影电视家

协会新的《章程》。本次代表大会共

收到来自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河南省影协、湖北省影

协、浙江省影协、北京影协、上海影协

等全国兄弟协会的贺信、贺电 20 余

封。与会代表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以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用镜头抒写美好

生活，用银幕礼赞伟大时代，打造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更好地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

（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供稿）

本报讯 动画电影《新神榜：哪

吒重生》日前发布角色海报及“众神

集结”版角色预告，人神共生的架空

新世界，“新哪吒”李云祥、三太子、

东海龙王均以新身份、新形象登场，

颠覆演绎的新封神故事与东方朋克

视觉风格尽显“国潮风范”。

影片故事发生在封神之战3000
年后，哪吒轮回重生，成为机车青年

李云祥，前世仇家卷土重来，在封神

榜重排之际，大战一触即发。国潮

角色海报展现出众角色不同的迎战

态度，“新哪吒”李云祥热血出击硬

刚命运挑战、三太子展露背水一战

之势、东海龙王运筹帷幄极具幕后

大佬气场、神秘面具人玩世不恭正

邪难辨，令人对他们之间的“神仙打

架”倍感期待。

该 片 将 于 2021 年 大 年 初 一

上映。 （花花）

本报讯 合家欢动画电影《许愿

神龙》凭借粉萌可爱的神龙、实现心

愿的美好故事备受期待，成为贺岁

档“合家欢观影首选之作”。电影近

日发布“好运环绕”版海报，并正式

开启元旦点映特惠预售通道，让粉

色神龙把新一年的喜气、好运气带

到全国各地，向观众送出新年祝福。

该片由克里斯·艾伯翰斯执导，

《怪物史莱克》系列之父阿伦·沃纳携

手克里斯·布兰博、成龙担纲制片人，

将于 2021年 1月 15日上映，元旦假期

开启全国点映。

（影子）

本报讯 近日，都市爱情电影

《北京爱情图鉴》宣布定档2021年3
月 12 日。电影由陈柏霖、郭采洁、

夏侯云珊领衔主演，魏巡、姜超主

演，成龙、谢霆锋、曾志伟特别出演，

英达、英壮、汪海林、周蕙、金池、巫

启贤等人友情出演，从不同角度出

发，展现出北漂一族的生活图景：在

现实压力面前节节败退，手忙脚乱

的生活中越来越容不下浪漫和甜

蜜，“爱情”成为多数人可望不可及

的奢侈品。

定档海报完美诠释了“大城市

的爱情，是奢侈品”的终极表达。画

面中是灿烂的北京夜景，陈柏霖饰

演的阿伦与郭采洁饰演的梦婕曾在

这里相爱，但不同的人生目标却让

他们在不经意间去往了不同的方

向，两人终是渐行渐远，爱而不得的

悲伤无处安放。 （影子）

◎ 映画

贾玲沈腾张小斐“一家三口”欢喜亮相

《你好,李焕英》发新海报

常远执导喜剧电影《温暖的抱抱》首映

合家欢动画《许愿神龙》发好运环绕海报

《北京爱情图鉴》定档2021年3月12日

《崖上的波妞》中文配音版同步上映 《新神榜：哪吒重生》发布角色海报

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 编辑推荐

2019 年，《我们与恶的距离》横

空出世，创作团队直面媒体伦理、法

律、舆论、精神健康、网络暴力等沉

重议题，体现出惊人的勇气与担当，

剧本尤为人所称道。创作剧本前，

编剧吕莳媛曾用一年多时间做田野

调查，几易其稿，终成我们现在看到

的十集剧本。阅读本书，剧迷可以

重温观剧时的感动与思考；编导专

业学生、从业者可将剧本与正片对

照揣摩，简体中文版还特别收录编

剧吕莳媛的独家推荐片单；新闻、法

律、心理学等相关领域读者，也可将

其作为一份特别的社会观察样本。

本书还收录了多篇专家学者导读、

幕后创作访谈，以及近百张精美剧

照，多角度解读《我们与恶的距离》，

带我们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

▶ 内容简介

《我们与恶的距离》撕开沉默伤

口，是吕莳媛丢给喧嚣社会的一个

庞大诘问。一起随机杀人事件，一

位思觉失调症患者，牵动出家庭、媒

体、教育、法治与精神疾病污名等思

辨对话；通过发生在你我周遭的故

事，串起事件与人性的多重样貌。

加害者、被害者、律师、社工、媒体人

员，各有各的残缺，各有各的正义急

欲伸张；当种种实时新闻如不痛不

痒的擦边球“刷”过生活，当批判轻

易脱口而出将人定罪，我们与恶的

距离之间，究竟还剩下些什么？

◎《我们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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