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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宁浩监制，温仕培

执导，彭于晏、张艾嘉、王砚辉领

衔主演，章宇友情出演，姜珮瑶、

芦鑫、陈永忠、邓飞主演的电影

《热带往事》提档至 6 月 12 日全

国公映，以热浪之势提前开启暑

期 档 。 同 时 影 片 再 曝“ 隐 秘 证

人”版角色海报，提档 Slogan“ 6·
12 抢先燥”将热力值拉满，海报

风格传递出复古夏日气息，主要

角色悉数登场，共赴一场夏夜谜

案。

此番《热带往事》发布的角色

海报，众主演首度以“隐秘证人”

身份亮相。彭于晏饰演的王学

明身着深蓝色帽衫，表情阴郁似

有重重心事；张艾嘉饰演的梁妈

头发蜷曲，神色怅然，仿佛在回

望往事；王砚辉饰演的陈警官，

藏于前景朦胧的茂密绿叶中，双

眼定视前方探察真相；章宇饰演

的歌手，戴着墨镜手持话筒，其

神秘身份在剧情中的作用还未

可知；姜珮瑶饰演的学明女友，

一身朴素格纹短衫，清爽马尾将

面容衬托得更为清晰，她与王学

明 的 关 系 将 走 向 何 方 ，有 待 揭

晓。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英文片

名“Are You Lonesome Tonight？”取

自“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

经典歌曲，原曲怀旧柔情的风格

更是紧密贴合导演温仕培想要

呈现的热带美学。据悉，这首歌

曲还曾在华语经典电影《牯岭街

少年杀人事件》中出现。

《热带往事》早在 2017 年就

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

荣获“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特别

关注项目”。谈及影片独特的风

格和韵味，《热带往事》监制宁浩

表示：“温仕培导演控制了一个

特别有度的审美，他不是说我们

把一个东西给你撕开了给你看，

反而有着一种圆润和一种光泽，

让你觉得他经历了一些沉淀，又

并不张扬。你不是一眼就能看

到什么，这部电影特别像某种老

茶，你得在里头品。”

关于影片想要捕捉的热带质

感，导演温仕培则表示：“我们没

有办法去复刻一个过去，只能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去 寻 找 一 种 气 息 。

那种炎热的感觉是一种想象，我

们尝试在视听上去靠近、去提炼

出那种感觉。但是当代的影像

拍摄工具已变得非常的锐利，反

而会失去一些瑕疵感，所以整个

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反而在追求

一种破坏和瑕疵的感觉。”

该片由坏猴子（上海）文化、

北京京西文化、北京欢喜首映、

北京阿里巴巴影业、腾讯影业出

品。 （杜思梦）

《战旗飘飘》

讲述了旌旗村支书马先贵带领大

学生村官刘文军及村里的年轻人，在新

时期新机遇下，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

济，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村人走上乡

村振兴之路的故事。

上映日期：5月25日

类型：剧情

导演：余涛

编剧：余涛/孟夏楠/刘文枫/高彤/周

乐陶/于英楠

主演：刘牧/冯荔军/张定涵/董慧

出品方：魅力映像文化/国家行政

学院音像出版社/郫都区蜀都乡村振兴

投资发展公司/成都传媒/中视家国文化

发行方：魅力映像文化

《迷妹罗曼史》

90后高歌因为母亲高蓓在电视节

目声称他爸爸是歌手罗大佑的言论，一

夜之间成为被热议的“网络红人”。不

堪舆论压力的他决定带着母亲一同去

深圳与罗大佑当面对质，在过程中逐渐

发现母亲年少时与偶像“罗大佑”的一

段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5月28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秦鹏

编剧：鲍丹露/阳韵琳/王佩晨

主演：闫妮/盛一伦/于小彤/郭姝彤

出品方：荣信达/博纳文化

发行方：博纳影视

《99万次拥抱》

程坤在惨烈的战斗中成为“半截

人”，为了不连累心爱的恋人英子，回

到成都荣军院后一直不与苦苦守候的

英子联系，希望她再找个好人家。谁

知当年才二十二岁的英子痴情不减，

六年后得知程坤在成都，便不顾一切

朝他奔去。面对程坤的“绝情”，英子

仍不离不弃，她走了十四个昼夜的山

路，把程坤“偷”回了老家，从此相濡以

沫六十多年。

上映日期：5月28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忠

编剧：何苦

主演：宋晨/原雨

出品方：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重庆

电影集团/橘城旅游投资/何苦影视

发行方：何苦影视

《岁月在这儿》

以新影厂典藏的纪录影片为素材，

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生产生活

的变化，社会风貌的变迁，讴歌艰苦创

业的精神。

上映日期：5月28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郭本敏/郝蕴

编剧：郝蕴红

主演：张译

出品方：中央新影/九恒星科技/乌

兰新影文化/南京广播电视台

发行方：国富祥文化/环鹰时代/新

京报/银河有约/中央新影

《烈焰危情》

以南粤珠城消防中队长李德勤

的爱情与事业为主线，展现了消防

救援人员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德勤

在一次救火任务中不慎负伤，伤愈

后调任防火参谋。在全市消防安全

检查时，李德勤发现范有为担任总

经理的商城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多

次责令其进行整改。不曾想，范有

为竟是自己已故父亲的老战友、女

友的父亲。感情与法理的冲突让李

德勤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上映日期：5月28日

类型：剧情

导演：司肇新/韩冬

主演：柳明明/李欣怡/郭东文/司肇新

出品方：宣影影视/谦溢文化/金博

投资

发行方：谦溢文化

《九零后》

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

希季、马识途……16 位平均年龄超过

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带你回到

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年代。

上映日期：5月29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徐蓓

主演：杨苡/巫宁坤/马识途/潘际銮

出品方：润视荣光影业

发行方：大象点映

《哆啦A梦：伴我同行2》（日）

讲述了想念奶奶的大雄乘坐时光

机返回过去与奶奶相见，因为奶奶想看

到自己的新娘，便跑去找静香求婚所引

发的一系列故事。

上映日期：5月28日

类型：动画

导演：八木龙一

编剧：山崎贵/藤子·F·不二雄

配音：水田山葵/大原惠美/嘉数由美

出品方：SHIN-EI动画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

《寂静之地2》（美）

影片延续了“无声”设定，讲述了

在怪物横行的末世中，伊芙琳一家将

离开藏身的小屋，寻找下一个落脚点

的故事。

上映日期：5月28日

类型：惊悚/剧情

导演：约翰·卡拉辛斯基

编剧：斯科特·贝克

主演：约翰·卡拉辛斯基/艾米莉·
布朗特

出品方：派拉蒙影业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近日，由陈嘉上执导，

张信哲担任艺术总监，言承旭、任

素汐主演，柳岩、戚薇、连凯、汤加

文、曹扬、夏沫侨、那威、李勤勤联

袂出演的电影《有一点动心》发布

言承旭制作特辑，特辑通过言承

旭在影片中的角色拍摄画面，给

观众展现了言承旭的多变模样。

《有一点动心》已正式开启预售，

将于 6 月 4 日正式与观众见面。

《有一点动心》发布的言承旭

制作特辑以“周启文是由什么构

成的“为主题，从戏里到戏外，从

外表到演技，多角度呈现了言承

旭饰演周启文时多变的模样。特

辑将影片画面与片场花絮相结

合，展现了电影拍摄中最真实的

样子。镜头前冷酷霸道的言承

旭，镜头后却可爱地唱起了《学猫

叫》；上一秒还在隐忍哭泣的言承

旭，下一秒却调皮地吐槽任素汐

“都是你害的”；看似大大咧咧的

言 承 旭 ，实 际 上 比 谁 都 看 透 世

事。言承旭饰演的周启文有趣的

不止这些，就等待观众相约电影

院挖掘。

（花花）

宁浩监制《热带往事》提档6月12日

本报讯 珍贵影像纪录电影《岁

月在这儿》发“今昔变迁”版终极海

报，一辆列车一路向前行驶，从陈

旧到崭新，从黑白到彩色，串起新

中国的成长史，也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向观众展现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

化。《岁月在这儿》依托 50万分钟的

珍贵真实影像，原汁原味，原音原

貌，精心匠心构筑起一道共和国的

时空长廊。影片将于 5月 28日全国

公映。

《岁月在这儿》向观众展现了新

中国自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风雨征

程，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

革开放再到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一路走来前人们付出了怎样的

汗水和鲜血，一砖一瓦地建设起了

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

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

十分适合全家一起观影，老一辈可

以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

人也可以在影片中看到真实可以触

摸的历史。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都

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共鸣，从真

实中感受历史，从真实中看清来

路，也从真实中思考当下。

（花花）

本报讯 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

亲情催泪大片《候鸟》将于 6 月 11
日上映，目前已开启全国 20 城百

场路演。路演首周，导演张运防，

主演王姬、高丽雯已走过南京、上

海、无锡、杭州等 6 大城市，每一

站均收获观众真情实感的眼泪。

“子欲孝而亲不待，每一位孩子，尽

孝要及时！”观影之后，每个人皆被

母爱所震撼，皆因血缘亲情而泪如

雨下。不少妈妈和孩子，以及祖孙

三代也结伴观影，《候鸟》成为他们

难得说出“我爱你”的契机，上演了

多个温馨催泪场面。

在数十场观影交流会后，主

创们同样被电影和观众们的真情

所打动。主演王姬在路演途中给

90 岁老父亲打了电话，第一次说

出了“我爱你”。高丽雯现场表白

母亲王姬：“谢谢王姬老师对我的

支持，也谢谢妈妈对我的爱！”在

影片中，母女直至最后一刻才说

出了“对不起”与“我爱你”，成为

最大泪点。父母爱孩子是天性，

但作为儿女，也要及时陪伴、及时

说出爱，不让这段亲情缘分留下

遗憾。 （影子）

本报讯 日前，由 90 后新锐导

演陆可执导，张家振监制，张家鲁

担任艺术顾问，以真人动画形式

呈现的奇幻治愈喜剧电影《老爸

是旺财》首发先导海报，公布电影

阵 容 ，并 将 于 2021 年 与 观 众 见

面。海报中，质感怀旧又充满童

趣的女孩卧室映出一只狗的高大

身影，丰富的场景细节处处隐喻

片中将会上演一段非同一般的父

女情，引发大众期待。

《老爸是旺财》由郭富城、蓝

盈莹领衔主演，王大陆、黄龄特别

主演，戴军、VaVa 毛衍七、孙越、

范湉湉、肖骁等友情出演，故事讲

述了与女儿江露相依为命的乐队

主唱江斯旺（郭富城饰）因意外离

开了女儿，却变成一条狗穿越到

二十年后与已成年的女儿（蓝盈

莹饰）一起度过了一段充满欢笑

与泪水的时光。 （花花）

本报讯 由《海上钢琴师》导演

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菲利普·努

瓦雷、萨尔瓦托雷·卡肖、马克·莱奥

纳尔迪、阿格妮丝·那诺、雅克·佩林

等主演的电影《天堂电影院》，近日

发布定档海报和预告，同时宣布6月

11日登陆全国院线。

此次内地上映的版本，为获得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和戛纳电

影节评审团特等奖等奖项的国际公

映修复版。经过画质修复，观众将

在全国 2D/中国巨幕/CINITY 影院，

体验前所未有的清晰观感。

影片曾荣获第62届奥斯卡金像

奖最佳外语片、第 42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等奖，及第 47
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取得 25项国

际大奖及32项提名的傲人成绩。

（花花）

本报讯 合家欢动画电影《饮

料超人》近日发布“520”特别海报

与“520”亲子特辑，吸引了不少小

朋友和家长的关注，在爱意满满

的“520”之际，《饮料超人》独具特

色地展现出动人亲情的温馨。

该片一改常见动画影片故事

低幼、画风简单的印象，种种细节

都更加贴近 真 实 生 活—— 影 片

高度还原了城市生活中的常见

场景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

张东上班前和孩子们欢乐互动、

失业后不敢对家人勇敢坦白、为

了 保 护 家 人 而 产 生对抗压力的

勇气……这些都让观众们更能与

片中角色产生情感共鸣。

该 片 将 于 6 月 12 日 全 国 上

映。

（花花）

本报讯 由美国索尼哥伦比亚影

片公司出品的冒险喜剧动画电影

《比得兔 2：逃跑计划》日前宣布定档

6 月 11 日，同时发布定档海报及预

告。预告中，“兔界一哥”比得率领

一众伙伴进城干大事，大闹农贸市

场，开启了一场海陆空冒险之旅。

本片更令人惊喜的是，比得这一角

色由新锐演员郭麒麟为其配音，而

他又将与比得兔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也让观众格外期待。

近日，亲和力满满的演员郭麒麟

惊喜现身《比得兔 2：逃跑计划》定档

预告，作为兔子比得的中文配音演

员正式宣布影片定档。郭麒麟与比

得兔的“梦幻联动”令网友们惊喜万

分，也让人无比期待语言功底扎实

的他将如何诠释这只调皮机敏、喜

欢恶作剧的“兔界一哥”。郭麒麟身

穿比得兔同款经典蓝色牛仔外套，

小表情活灵活现，预告中他和比得

兔玩偶一起正式宣布电影将于 6 月

11 日全国上映，拉开了比得与伙伴

们组团“搞大事”的精彩序幕。（影子）

《候鸟》开启全国20城路演

《比得兔2：逃跑计划》定档6月11日

《有一点动心》开启预售

《岁月在这儿》发布终极海报

合家欢动画电影《饮料超人》6月12日上映

《老爸是旺财》发先导海报

《天堂电影院》定档6月11日

本报讯 由挪威经典舞台剧改编的

动画电影《疯狂海盗团》发布角色系列

海报，九个不同的人物角色悉数登场，

他们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

现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影片将于 5 月

29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5月 20日，动画电影《大护

法》官方发布一张日版海报，宣布将于

今年年内登陆日本院线。《大护法》由不

思凡导演，讲述了奕卫国大护法为寻太

子误闯花生镇，卷入一场被欲望支配阴

谋中的故事。影片于 2017 年 7 月在国

内上映，总票房超过8761万元。

（花花）

动画电影《大护法》年内日本上映

《疯狂海盗团》发角色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