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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球知名 IP《忍者神

龟》系列全新动画电影《忍者神

龟：崛起》已于 11 月 19 日正式登

陆全国影院。惊天危机降临，地

下英雄集结拯救世界！这场独

一无二的热血战斗之旅，邀你影

院见证！

时隔六年，《忍者神龟》系列

重回国内大银幕，一举引燃了无

数观众的期待。走出影院的观

众们对影片赞不绝口。“热血团

魂 太 燃 啦 ，超 能 大 爆 发 ，太 酷

了！神龟一起拯救世界”，“一秒

唤醒童年回忆哇，90 后的青春就

是忍者神龟”，“爷青回！太有童

年的感觉了！都去影院看吧！

忍者神龟冲”。精彩的剧情和满

满的童年回忆都将大家引领进

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大银幕旅程。

除此之外，独特震撼的画面

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惊艳的打斗场面，是大银幕

才有的爽感”，“画风炫酷，打斗

过瘾，颜色艳丽，更抓人眼球”，

“去影院看忍者神龟太过瘾了！

还得是大银幕”。

除了收获年轻观众的好评，

这部电影也获得不少家庭观众

的青睐。一位妈妈表示：“简直

是爸爸带娃的不二之选，万万没

想到，孩子爸带着宝贝看完忍者

神龟开心坏了”。还有观众特意

带着好伙伴来影院“热血集结”，

“带上童年好伙伴一起回到童

年，太有仪式感了”。无论是元

老粉丝，还是不同年龄段的观

众，都获得了特别的观影体验。

影片讲述在 2044 年的纽约，

大反派朗格勾结外星恶势力试

图毁灭地球，忍者神龟们决定逆

转时空，找到开启传送门的钥

匙，阻止朗格并拯救陷入危机中

的世界。忍者神龟聚集起各自

的非凡能量，挑战虽然强大，但

信念足以打败一切。朗格的邪

恶大军倾巢出动，而忍者神龟们

究竟能否让世界恢复往日的和

平？一同去电影院解开谜题吧！

本片由美国维亚康姆国际

集团出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进口，中国电影股有限公司发

行 ，中 国 电 影 股 有 限 公 司 译

制。影片正在全国热映中，热

血重燃，神龟觉醒之战，影院一

起见证！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

司与索尼3000影视公司联合出品，改

编自全球现象级畅销小说的女性必

看爱情成长佳作《沼泽深处的女孩》

将于 11月 25日全国上映，影片发布

“野女孩”特辑，影片制片人瑞茜·威

瑟斯彭、主演黛西·埃德加-琼斯等主

创出镜，深度解读电影主人公“沼泽

女孩”基娅遵循自然法则野蛮生长的

品质。影片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此次发布的特辑将基娅曲折坎

坷的人生娓娓道来，被沼泽养育的基

娅聆听自然法则的召唤，骨子里保持

着天然的动物本性，有着不受驯服的

野性特质。特辑中，小基娅遭遇父亲

的家暴，母亲也离她而去，还是孩子

的基娅只能通过挖贻贝养活自己，独

自在沼泽深处挣扎求生，坚强得令人

心疼。被抛弃的命运她无从选择，但

面对逆境，基娅迸发出惊人的生命

力。远离文明社会，在沼泽中生存的

经验教会基娅要像动物一样，抓住求

生的每一个机会，“所有生物都会为

了生存竭尽全力”。

《沼泽深处的女孩》改编自迪莉

娅·欧文斯创作的现象级小说《蝲蛄

吟唱的地方》，影片讲述了一个美得

令人心碎、有关爱情和成长的故事。

影片 11月 20日开启提前观影，收获

无数好评。有观众因影片展现的绝

美风光感叹“帧帧震撼灵魂”，有观众

则被基娅面对坎坷命运的从容以及

她身上的顽强的生命力感动到热泪

盈眶，感慨“女孩更能看懂沼泽女

孩”，并希望“像基娅一样活出自

我”。看过电影的观众纷纷表示要向

身边的人推荐这部电影，“今年看过

最好的电影”“所有女生都应该来看

看”。沼泽女孩充满野性的美与力

量，唤醒了最纯粹的感动，照亮了每

一位观众。

（杜思梦）

《忍者神龟：崛起》正在热映
超能觉醒逆转未来 来影院赴热血之约

《老兵刀锋》

退役军人李峰回到家乡曾家山

创业，决心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与帮助下，从军中

栋梁逐步转化成中国脊梁。

上映日期：11月22日

类型：剧情

编剧：陈晓玲

导演：刘夏同

主演：刘腾远/童苡萱/颜北/纪晓

烽/侯桐江

出品方：四川狼族影业/华瑞四合

营业/四川新天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发行方：南京岽夏影业

《我心向上》

影片以甘肃定西市马铃薯良种

专业合作带头人、“2019 年全国脱贫

攻坚奉献奖”获奖先进个人李晓梅故

事为原型，讲述了当代青年李梅主动

投身脱贫攻坚火热实践的感人故事。

上映日期：11月22日

类型：剧情

编剧：马子龙

导演：马子龙

主演：何昕霖/朱栋青/李馨雨

出品方：甘肃田野之光影业

发行方：北京这理影业

《悠悠乡戏》

影片采用跟踪纪实方式讲述了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省济南市

莱芜区羊里镇贾家洼村傀儡戏剧团

的发展变迁及艺人的生活。

上映日期：11月22日

类型：纪录

编剧：韩克

导演：张相全/亓钊

主演：王傅彬/李长坤/王健

出品方：济南蟠龙梆子文化/济

南村里人文化/日照蟠龙梆子

发行方：天津冰糖橙影业

《我的三平方》

山村小学教师马达了解到山村

厚重的历史，并深深地为发生在这片

土地上的英雄故事所感动，与孩子们

一起谱写真善美纯真童谣。

上映日期：11月24日

类型：喜剧/儿童

编剧：张宁宁/米禾禾

导演：米禾禾

主演：唐子皓/罗大涛

出品方：南京米杰文化/南京华

煌国际贸易/南京拓水科技

发行方：华夏电影/广州聚美影视

《沼泽深处的女孩》（美）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两名小镇青

年陆续闯入了基娅的世界，她敞开了

自己的心扉。但爱情的伤害接踵而

至，一件突如其来的谜案更让她陷入

了失去自由的危险境地。

上映日期：11月25日

类型：爱情/悬疑

编剧：露西·阿里巴/迪莉娅·欧

文斯

导演：奥利维亚·纽曼

主演：黛西·埃德加-琼斯/泰勒·

约翰·史密斯/哈里斯·迪金森

出品方：美国哥伦比亚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不要再见啊，鱼花塘》

大学毕业后的叶子回到家，和奶

奶一起度过自己最后一个暑假，以打

破了时空界限的超现实表达，道出对

故人的想念与告别的不舍。

上映日期：11月25日

类型：剧情/歌舞

编剧：牛小雨

导演：牛小雨

主演：叶子/郑圣芝

出品方：安徽大鱼塘影业

发行方：北京人间指南影业

《诗巫风云》

黄乃裳历尽艰险带领福州十邑

同乡在马来西亚开辟了“新福州”峥

嵘半生重归故里，却因小人陷害被冠

以破坏禁烟罪名入狱，海内外各界人

士突破重重困难，多方营救，最终重

获自由

上映日期：11月25日

类型：历史

编剧：周进

导演：黄力加

主演：李诚儒/石文中

出品方：福建梅邑风云数字科

技/闽清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潺

源文化等

发行方：福影通文化/厦门蓝风

映画

《因爱而伟大》

影片讲述看似平凡的小人物不

平凡的人生故事，希望通过电影艺术

载体，讲述“小人物·大情怀”的新主

流电影旋律。

上映日期：11月25日

类型：爱情/家庭

导演：黄龙芳

主演：涂松岩/童蕾/孔连顺

出品方：厦门敦雨影业/南京彼

岸影视/南京人从众影业

发行方：影聚天际影视发行

《青春正好》

影片讲述了四个主人公怀抱一

致的青春梦想，历经磨难最终成功的

故事。

上映日期：11月25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吴彩云

导演：于乐

主演：刘鹏轩/栾可昕/李杨/高一典

出品方：山西龙翔雨沐影视

发行方：千里电影

本报讯 由曹茜茜担任总导演、

监制，讲述小人物奋斗故事的电影

《您好，北京》近日发布“致敬奋斗

者”特辑。特辑中，导演曹茜茜及

主演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和

对梦想的感悟，并向全国的奋斗者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好，北京》采用穿插叙事的

手法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员工

们眼中的好老板、家庭中的好丈

夫、好爸爸李明启（安泽豪 饰）遭

遇事业危机，公司面临破产；勤恳

善 良 的 快 递 小 哥 刘 顺（李 斐 然

饰）在与女朋友将要买房结婚之

际，家庭突然遭遇变故；满怀赤

诚、坚定追梦的歌手闫男，被同样

固执的父亲要求放弃梦想回到老

家。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化一度

让他们陷入了迷茫之中，但最终

还是逆着风，毅然走在了追求美

好生活的道路上，彰显了当代中

国人民不怕困难，勇敢拼搏的奋

斗精神。

在“致敬奋斗者”特辑中，导演

曹茜茜讲述了对奋斗精神的理解：

“奋斗的精神，不仅仅是在北京，其

实在全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

角落，都存在这种遇到困难不妥协

的奋斗精神，它很有温度。”《您好，

北京》用三个温暖又励志的奋斗故

事，将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们的生活

展现给更多人，同时传递出生活的

希望和奋斗的力量，是一部真实

的、能够带给人温暖和启发的现实

题材佳作。

（花花）

本报讯 日前，《谁都知道我爱

你》正在腾讯视频热播。该剧改编

自晋江文学城作者月下箫声的同

名小说，由企鹅影视、承皓影视、老

有影视联合出品，戴小哲执导，宋

茜、许魏洲领衔主演，讲述了机缘

巧合下，老同学萧尚麒和何笑然时

隔三年重逢，两人带着对彼此的误

会和不解，在伤害和关心的过程中

互相扶持，终于从友情正式向恋人

转变，并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

在近日剧情中，当前男友的公

司陷入困境时，宋茜饰演的何笑然

放下此前受到的感情伤害，毫不犹

豫地出手相助，通过身为记者的敏

锐观察力，找到关键突破点，协力

帮助解决困境，将真相大白于天

下。在好友李惠卷入合同纠纷时，

何笑然也鼎力相助，帮助李惠成功

维护自己的权益。宋茜饰演的何

笑然在面对身边的朋友们纷纷陷

入危机时挺身而出，干脆利落地替

好友解决问题，获得观众广泛好

评，这也被网友们戏称为“救火专

员”。

在情感表现上，该剧也有别于

忧伤恋爱、甜腻工业糖精的套路化

模式，将“久别重逢”中的相互拉扯

感发挥到极致，更进一步凸显了男

女主之间“双向奔赴的前提是爱自

己”这种独具一格、不做作的成熟

恋爱模式。总制片人巫天旭表示，

这也是这部剧最大的创作难点。

“由于男女主曾经是非常好的哥们

儿，传统情感剧的‘一眼万年’和

‘欢喜冤家’在我们这儿很难用上，

所以大家会感受到，这个剧的情感

进阶节奏要比其他同类题材来得

快，但这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核心，

这只是故事的前奏。我们更关注

的是，浪漫被现实击碎之后，男女

主怎么通过成长和努力，并肩拼凑

一个更脚踏实地的未来，这才是我

们这部剧的重点表现。”

该剧力图呈现成熟、清醒的情

感观。在筹备之初，制作方对于人

设、剧情走向、情感内核等设定仔

细斟酌，希望在呈现浪漫爱情的同

时，赋予剧作更贴近于生活、更具

讨论性的立意价值。该剧以何笑

然新闻调查记者的视角引入了很

多有讨论价值的社会话题，同时也

深刻展现了何笑然在实现战地记

者梦想的路上所遭受的挫折与妥

协，萧尚麒作为“创二代”对事业及

人生的探索，并通过多个角色立体

演绎了原生家庭的影响。《谁都知

道我爱你》从剧作表达与立意上没

有局限在过往都市言情剧的人设、

剧情套路，而是以“久别重逢”为锚

点，深度挖掘男女主“丧燃女孩”

“创二代”的多维人设，为观众呈现

一场细腻、深刻的爱情故事。剧集

预计本周腾讯视频会员收官，萧尚

麒追妻之旅结果如何，两人最终能

否修成爱情正果，备受观众期待。

（赵丽）

《谁都知道我爱你》腾讯视频热播

生动呈现情感题材新风格

本报讯 近日，范小天导演作品

《纸骑兵》获第 17 届美国奥兰多电

影节（2022）最佳外语片奖，这是电

影《纸骑兵》在美国斩获的第 6 个

奖项。

奥兰多电影节 (OFF) 被 Mov⁃
iemaker 杂 志 评 为 25 大“ 世 界 上

最酷的电影节”之 一 ，现 已 进 入

第 17 个 年 头 ，向 世 界 展 示 各 地

最 好 的 新 独 立 电 影 。 今 年 ，电

影《纸 骑 兵》从 350 多 部 电 影 节

中 脱 颖 而 出 ，荣 获 最 佳 外 语 片

奖，《纸骑兵》这匹黑马，再次走

向世界。

《纸骑兵》是印象·南方作家电

影的第一部作品，改编自作家苏童

的短篇小说《骑兵》和《纸》。通过

忧伤的木马骑兵、快乐的斑马骑

兵、凄凉悲怆的铁骑兵、灿烂千阳

的纸骑兵，塑造了一个用美好心态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罗圈腿少年左

林。导演范小天表示：“我们追求

的印象·南方作家电影，希望能用

悲悯的独特的目光看待包括自己

在内的芸芸众生。我们想在《纸骑

兵》中探讨：普通人能不能有梦

想？普通人的梦想值不值得被肯

定？男主角左林身处底层，仰望星

空，他的梦想是骑着马到城市最繁

华的广场走一走。左林是中国江

南水乡的堂吉诃德，也是当代都市

的堂吉诃德。在《纸骑兵》的结尾，

我们让左林骑着送葬的纸马飞起

来，我们想告诉千千万万像左林一

样的普通人：梦碎比没有梦更痛

苦。不管梦碎带来怎样的痛苦，还

是要有梦。”

此前，《纸骑兵》荣获第 55届美

国休斯顿国际电影节（2022）最高

奖——评审团特别奖，提名第 16届

中美电影节（2020）金天使奖，并入

围了第 7 届美国萨克拉门托独立

电影节（2022）、第 26 届美国罗德

岛国际电影节半决赛（2022）、第 21

届美国蒂伯龙国际电影节（2022）。

近日，《纸骑兵》还在第 6 届委

内 瑞 拉 五 大 洲 国 际 电 影 节

（2022-10）月度评比中深受众多国

际评委的青睐，包揽最佳剧情片、

最佳浪漫故事片、最佳导演长片

（范小天、陈聚之）、故事片最佳女

主角（李凯馨）、故事片最佳男主角

（郭俊辰）、特别提名电影摄影长片

（安德烈·巴科维亚）、最佳剪辑长

片、特别提名制作长片（蒋程）、最

佳音效设计长片、最佳海报等十个

奖项。

接下来，范小天导演和团队正

在准备一系列题材各异的印象·
南方作家电影，比如，分别根据范

小青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入

围茅盾文学奖）和范小天小说《三

套车》改编的大运河题材的电影；

根据毕飞宇小说《叙事》改编的电

影等。

（影子）

《您好，北京》发布“致敬奋斗者”特辑

电影《纸骑兵》喜获奥兰多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沼泽深处的女孩》发“野女孩”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