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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由赵天宇导演，徐帆、张婧

仪、许亚军领衔主演，张歆艺特

别出演，吴彦姝、李程彬、韩云云

主演，陈明昊友情出演的电影

《关于我妈的一切》近日释出“好

想你”预告和海报。预告中，季

佩珍（徐帆 饰）的病情日益严重，

母亲未知的病情让女儿李小美

（张婧仪 饰）无助又揪心，也让她

慢慢开始学会珍惜与妈妈相处的

时光。在海边，丈夫李文舫（许

亚军 饰）握住妻子的手，深情诉

说对她的思念与爱意，朴素的情

话中饱含牵挂与不舍。海报中一

家四口依偎而坐，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温暖的微笑，一张全家福

定格了家人相聚的温馨时刻。据

悉，张歆艺在影片中特别出演

“刘玫”一角，与季佩珍在医院中

相识。作为和季佩珍截然不同的

角色，刘玫是将自己的一切都奉

献给事业的火锅店老板。她积极

乐观，热情善良，是属于当代女

性的另一抹亮色，却同样温暖人

心。对患病的季佩珍来说，刘玫

是支持自己和病魔战斗的同伴，

更是在人生后半程遇见的知心好

友。影片将于 9 月 19 日中秋上

映，目前入围第 11 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角逐天坛奖。

徐帆许亚军海边深情告白

一句“好想你”道尽思念

“这么严重怎么没见她喊疼

呢”，直到亲眼看见妻子的检查

结果，李文舫才发现，原来身边

日夜相伴的爱人一直在忍受着难

以想象的病痛。她竭尽可能地用

自己的积极和乐观鼓舞家人，帮

助工作不得志的丈夫、为女儿的

人生操心、照料着阿尔兹海默症

婆婆的起居，却忘了好好照顾自

己。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笼罩着李

文舫，而他和女儿李小美能做

的，就是陪伴在她身边，表达自

己的思念与不舍。

预告中最为动人的画面，是

季佩珍与丈夫李文舫在海边紧密

依偎，互诉衷肠。当季佩珍询问

自己离开后，什么时候他会想念

自己，这个看似木讷的丈夫，终

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声线发

抖地吐露出了心底的爱意：“出

门的时候；进屋开灯的时候；生

病 ，孤 独 的 时 候 ；睡 觉 的 时 候

……”每句朴素的情话都在诉说

着“好想你”。

全家福海报定格温暖时刻

真实共鸣引发期待

与预告一同发布的全家福海

报则展现了家人相聚的幸福时

刻。画面中，一家四口依偎相坐，

暖黄的灯光映着他们温暖的笑

脸。相机定格住了一家人温馨的

团聚瞬间。“她叫季佩珍，有她在，

有家在”，这句话更是呼应着预告

的内容。母亲作为家中的灵魂人

物，有她，就有家。她再普通不过，

仿佛来自你我的日常生活，但她毫

不平庸。每位母亲的名字都值得

我们铭记在心。

不少网友在看过预告和海报

后都纷纷表达了对妈妈的想念：

“我妈妈也是这样操心着家……好

想她”、“太像我和我妈了，好想回

家看看她”……更有许多网友在评

论中留下了自己真实的亲情故事：

“月底就是我妈离开的第三年了，

以前总忙没能好好陪伴她，现在想

起来陪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以真

情换真心，最朴素的情感往往最真

挚，也能引发最真实的共鸣。主演

徐帆表示“这部戏真的很有力量”，

相信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部影片

里感受到亲情带给自己的那份温

暖与支持。

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由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喜焰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天和万象影业

有限公司出品；由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上海喜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由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之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国影纵横

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深圳市子砚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陕西国桓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耀影电

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9 月 19
日中秋上映。 （木夕）

本报讯“年度诚意之作”《我的父

亲焦裕禄》正在全国热映中，影片以子

女视角呈现了一位善良正直、温暖亲

和的好干部、好父亲，高度还原的人物

与历史让观众倍感真实与共情。影片

自上映以来收获全年龄层观众一致的

好评称赞。

该片根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口述

回忆改编创作，由焦守云担任总监制，

导演范元执导，高满堂、李唯担任编

剧，郭晓东、丁柳元领衔主演，严晓频、

蒋易、周征波、曲国强、王思涵、史嘉怡

主演，何政军、寇振海、张立、吴昊西友

情出演。

影片从“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

害”、“博山生死别”三个阶段回顾了焦

裕禄书记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既展现

了他工作中“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也描绘了他

与家人相处时细腻动人的深厚感情以

及“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的朴实

家风。

焦书记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舍

身忘己，影片中催人泪下的一幕幕让

许多观众动情感慨：“一腔热血的忠诚

大爱，一成不变的初心坚守。英雄没

有走远，也从不孤单，他一直在人们心

中发光发热，照耀整个人间。”焦裕禄

在弥留之际提出的唯一请求是“把我

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没有治

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

好”。众多观众被焦书记临终前依然

不忘百姓的悲悯之心所深深感动，纷

纷情绪破防泪流不止称“一包纸巾完

全不够”、“哭完了下半年的眼泪”。

当影片结尾饱含深情的主题曲响

起时，一张张焦裕禄书记的老照片闪

过再次让观众泣不成声。“如果可以再

回到过去，我希望是那年除夕。”歌词

中的声声呼唤，传递着女儿的真切思

念。透过影片观众不仅对“人民的好

儿子”焦裕禄书记表达了真挚的怀念，

也为早早离开子女的好父亲而惋惜落

泪。散场后不少观众都无法平息内心

的激动，一位网友在微博中分享称：

“看完《我的父亲焦裕禄》许久不能平

静，万千思绪涌上心头。这世上没有

人可以长生久视，但那些曾经照亮前

路、驱散群众疾苦的精神却可永世长

存，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会永恒闪耀。”

还有网友在影评中写道：“这部电影，

不仅看哭了我这样的中年人，就连影

院里坐在我附近小学年纪的小朋友也

流泪了。”

（影子）

本报讯 前不久刚刚开业的 SFC
上影国际影城四川资阳店，无论高颜

值的影城设计还是高品质的激光放

映，以及极致震撼的巨幕厅、童趣十

足的儿童厅……都吸引众多资阳影

迷纷纷前来“打卡”。

值得一提的是，NC2443ML+首台

落户 SFC 上影国际影城资阳店，打造

的 4K 激光巨幕放映厅，采用全新的

激光荧光光源，拥有 24000 流明的亮

度配置，加之丰富的色域还原力，让

画质表现增加层次感。光源平均寿

命长达 50000 小时，能够提供更持

久、更稳定的画质表现；同时，无需搭

配消散斑银幕便可带来绝佳的画质

效果。

该影城有近 3000 平方米的超大

规模，共设有 7 个数字化影厅，其中

包含：1 个杜比全景声巨幕厅、1 个

VIP 豪华厅、1 个温馨可爱的儿童

厅。7 大观影空间，1000 多个座位，

可为资阳影迷带来极致的视听盛

宴。除了配置NC2443ML+外，影城其

余 6 个影厅也全部选择 NEC 电影放

映 机 ，5 台 NC1402L + 及 1 台

NC1000C+。
（李佳蕾）

本报讯 改编自残奥会冠军苏桦

伟真人真事，由吴君如监制，尹志文编

剧并执导，吴君如、张继聪、梁仲恒、冯

皓扬领衔主演，卢海鹏、钱小豪、胡子

彤、麦沛东、杨伟伦、钟雪莹、蔡天诺主

演的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已开启预

售，并将于9月4日全国上映。影片近

日发布“依靠”版海报，展现了2008年

北京残奥会上初赛失利后的苏桦伟无

助地紧靠苏妈肩头的场景。时值新一

届的东京残奥会，苏桦伟的故事让更

多人关注到了残疾人运动员群体，其

中包括“中国飞人”苏炳添，他发文称

苏桦伟是他心目中的“苏神”，也呼吁

大家支持残奥会。

在此前发布的片段里，可以看出

“依靠”版海报中苏桦伟迷茫无助的原

因。2008 年北京残奥会可能是苏桦

伟最后一次参加残奥比赛，但他接连

在男子 T36 级 100 米和 400 米比赛中

出现失误。此时的苏桦伟面对赛场内

心焦虑不安，不知是否可以给职业生

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外界对他的

质疑和期待成为一座又一座大山，压

得他难以呼吸。这时，苏妈及时出现，

给他力量，帮助他走出情绪困扰，重获

信心。

本届东京残奥会已正式拉开序

幕，中国田径运动员苏炳添在本届奥

运会打破了亚洲记录，成为新一代

“中国飞人”，他也积极发文为残奥健

儿加油打气。苏炳添特别提及了他

心目中的“苏神”——残奥冠军苏桦

伟，苏桦伟不仅曾 6 次获得残奥金

牌，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国家体育

场举行的男子 200 米-T36 的决赛中，

苏桦伟以 24 秒 65 的速度夺得金牌，

同时也打破了该项目残奥会的世界

纪录。身为中国人，都在奥运田径赛

场打破纪录闯出一片天，两位“苏神”

都是中国骄傲，苏炳添也呼吁更多人

关注残奥：“同样的金牌，残疾人运动

员值得更多喝彩！”

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已开启预

售，8月 28日、8月 29日、9月 3日超前

点映，9月4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口碑青春爱情电影《你

的情歌》正在全国影院热映，片方近

日发布了由新生代创作女歌手姚慧

演唱的推广曲《名为你的时光》。空

灵的歌声与温柔的旋律完美融合，戳

心歌词再现片中催泪画面，动情演绎

属于“你”的爱情时光。

《你的情歌》作为一部爱情影片，

脱离一贯爱情片的“老”套路，以音乐

治愈为主题贯穿全片，以音乐结识新

友，因音乐产生情感，以音乐疗愈情

伤，同时充满大量回忆的青春金曲，

把人一下拽回到那段单纯美好的青

春时光中。影片中美好的花莲景色

以及女主柯佳嬿的演技更是征服了

不少观众，一经上映便收获了影迷们

大量的好评，“很清新的一部电影，每

一首千禧金曲都是回忆杀”、“剧情清

新不老套，还能领略花莲的美丽风

光”、“柯佳嬿的演技绝了，哭得让人

心疼，但虐恋中也带着温馨，是一部

能治愈人心的电影，真的很值得看”。

此次发布的推广曲《名为你的时

光》由著名华语制作人郑楠作曲制

作 ，吕 易 秋 作 词 ，SPEEDBUMPS
MUSIC 签约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姚慧

暖心献唱。作为一部音乐疗愈的爱

情电影的推广曲，在讲述银幕故事之

余，歌词中包含着对于那段已经错过

的爱情时光的满满回忆，姚慧空灵的

唱腔搭配温柔轻快的旋律，抚平了每

一位听众的心，就像歌词里写道的那

样“也许在某一刻拥抱过奢望的永

恒，再见吧名为你的时光”，希望每个

人都能珍惜来之不易的感情，时光易

流逝，珍惜眼前人。

影片由奇想事企业有限公司 、

能率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引进，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北京卓然影业有限公

司协助推广，安竹间导演，柯佳嬿、傅

孟柏、谢博安领衔主演，官鸿特别出

演。

（木夕）

《关于我妈的一切》
发布“好想你”预告

电影《你的情歌》推广曲发布
姚慧动人演绎《名为你的时光》

本报讯 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

发布交通出行指南：随着 8 月 26 日

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

用，北京环球度假区交通出行服务

日臻完善。包括连接火车站、机场

的两条地铁线路，直通及围绕北京

市区的两条高速公路，方便本地游

客出行的两条公交线路，以及可容

纳万余车辆同时泊车的停车设施，

将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到访游客提

供便捷的出行体验。

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压力测试

及试运行期间，北京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及两家度

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诺金

度假酒店仅对受邀客人开放。

为保障开园后的平稳运营，北

京环球度假区建有三个大型停车区

域，可供上万辆汽车同时停放。除

私家车停车区域外，北京环球度假

区在紧邻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的人行

枢纽处，还建有公交枢纽、出租车上

落客区域及大巴停车场，并专门设

立私家自行车及共享单车停放区，

满足“骑行族”的停车需求。随着配

套交通、停车设施的投入使用及不

断完善，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为全球

游客呈现一个品质与体验俱佳的主

题公园度假目的地。

（影子）

《妈妈的神奇小子》发“依靠”版海报

《我的父亲焦裕禄》台词质朴引共鸣

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布交通出行指南

首台NEC4K殿堂级新品
NC2443ML+入驻上海国际影城四川资阳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