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柳浪闻莺》是 95 后演员

阚昕首次“触电”大银幕，能让她接触

到这部影片全靠美术指导邱生的

推荐。

“我是开机前一周才定下来出演

的，当时导演在一个会唱戏的演员和

我之间选择，当导演欢迎我进组时，

我真的很激动，直接就买了第二天的

机票进组。”阚昕非常开心地说。

银心这个角色给了阚昕很大的挑

战，尤其是电影中的越剧片段，“从一进

组就定妆、学越剧，开机之后的一周全

都是在拍越剧部分，从看视频、跟老师

学，我逐渐克服了越剧拍摄部分。”拍摄

完越剧部分之后，阚昕没有想到银心这

个人物有那么的难，“因为银心在影片

中有非常明显的成长变化过程，同时她

的内心戏又很丰富。”

随着银心的成长，阚昕也觉得自

己在这部戏中成长了许多。“我拍戏

不多，这又是我第一次登上大银幕，

表演指导刘丹老师在讲戏的时候我

觉得收获特别大。”不过，阚昕一直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实话，我

不太自信，有些戏我觉得对我来说

难度非常大，但是经过导演、表演指

导、汪飏等多位剧组人员的鼓励，我

发现演完之后，我可以传递出正确

的情绪和感觉，对我来说感觉真的

很棒。”

让阚昕觉得最开心的是，自己能

够战胜自己，出演好银心这个角色。

“我本身不太认可银心，但是我既然

扮演她了，我就会爱上她，然后让自

己更靠近她、成为她。”挑战对阚昕来

说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身为演员，

希望自己去饰演一些跟自己不一样

的角色，也渴望能够出演不同类型的

角色。” （李佳蕾）

《心想念动》

乐起呓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建筑设

计师，他和妻子赵萱因孩子教育问题而

关系不睦。某天，妻子出差去了外地，

乐起呓将儿子乐子杰送去补课后，陪着

女儿乐祺祺到处游玩。正当父女二人

玩的不亦乐乎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个黑

衣人……

上映日期：3月8日

类型：家庭/文艺

导演：汪清忠

主演：曹子辰

出品方：上海序易影视

发行方：上海序易影视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这是一个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田

筱湘是物理系大四的学生，她暗恋青梅

竹马李助豪却不敢开口。于是她用塔

罗牌算出了最佳表白日期，结果就在她

要告白时，李助豪却抢先和她的朋友告

白了……

上映日期：3月11日

类型：爱情/青春

导演：简学彬

主演：曹佑宁/陈妤

出品方：华映娱乐

发行方：中影股份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讲述了交换生李小李来到日本东

京偏僻的“渊野边”留学一年期间发生

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11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李亘

编剧：李亘

主演：齐溪/谢承泽

出品方：华策影视

发行方：淘票票/猫眼

《读心者之深海》

心理咨询师黄晓军因涉嫌对女客

户性骚扰，在被投诉后遭到停职，随后

他的导师吴教授又为他介绍了一位叫

赵立华的精神分裂症状病人。黄晓军

发现赵在幻觉下，会通过杀死幻觉里的

人来解脱自己，而他也已经快分不清幻

觉和现实了……

上映日期：3月11日

类型：惊悚/恐怖

导演：边军

编剧：边军

主演：牛浩霖/沈丽华/杨雪

出品方：天津聚幕/北京云兮飞扬

发行方：山西十分认真影业

《暑期何漫漫》

陈小进为了打发独自一人在家的

漫长暑假，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却又

回味悠长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11日

类型：剧情/儿童

导演：波人

编剧：波人

主演：田思远/孙斌

出品方：上海咏而归影业

发行方：江坂冬雨影业

《白月光下》

吃苦耐劳的传统豆腐手艺人林四

斤，面对时代的改变，在浮躁与求快的

周遭环境中依旧不放弃自我，坚守内

心。最终在诸多力量的帮助下，加入非

遗文化保护行列，让陷入僵局的亲情得

以回归。

上映日期：3月11日

类型：剧情

导演：徐海

主演：郭铁城/潘雨辰

出品方：新华影轩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妖怪手表：永远的朋友》（日）

故事以两个主人公的约定而展

开，讲述了贫穷却过得很幸福的少年

“下町真”在唯一的亲人母亲过世后，

坠入了不幸的“深渊”。一位名叫“高

城树”的少年，也同样失去了姐姐。

两个失去亲人的少年与一位能看见

精灵的少女“有星多惠”，以及“司

桑”、“猫又”、“河童”等善良可爱的精

灵妖怪，一起踏上了寻找亲人的冒险

之路，小伙伴们温暖感人的友情故事

也就此展开。

上映日期：3月12日

类型：动画/冒险

导演：高桥滋春

编剧：日野晃博

主演：种崎敦美/木村良平

出品方：日本五星顶级株式会社

发行方：中影股份

《柳浪闻莺》演员阚昕：

拿到银心这个角色真的很激动

◎新片

本报讯 近日，动画电影《草原大作

战》发布预告片和“友谊版”海报，确定

将于4月3日上映。

《草原大作战》讲述了“身份互换”

的故事，狼群的大灰阴差阳错中变成了

一只羊，被迫来到羊村生活，而又千方

百计想要恢复狼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

引发不少笑料。

“友谊版”海报上，几位主角凑在一

起合影拍照，狼和羊和平相处，显得十

分友好。

（花花）

本报讯 电影《出拳吧，妈妈》近

日发布先导海报。该片由唐晓白执

导，谭卓、田雨领衔主演，田海蓉联

合主演。影片讲述年轻妈妈白杨为

夺回自己的人生和孩子的抚养权，

决心重回赛场“打回”尊严的动人故

事。近日发布的先导海报就将“出

拳”这一片中关键元素放大，鼓励女

性直面人生的困境和打破那些针对

女性的“刻板印象”。

先导海报中，一只霸气挥出的拳头

面对着众多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时

毫无示弱，这不仅代表了片中主角白杨

面对逆境时不服输的精神，同时还传递

出影片的主旨，希望借由这个故事帮助

女性摆脱“刻板印象”，为逆境中的女性

观众注入希望与力量。

（花花）

《出拳吧，妈妈》发先导海报

本报讯 3月 3日，梦工厂动画新作

《坏蛋联盟》发布确认引进中国内地的

消息，还特意派出了片中主角“大坏狼”

为影片做宣传。影片将于 4月 22日在

北美上映，中国内地具体上映时间暂未

公布。

《坏蛋联盟》以五位“坏蛋联盟”成

员“鲨鱼先生”、“食人鱼先生”、“蛇先

生”、“狼蛛小姐”、“大坏狼”作为主角，

为了避免坐牢，几个坏蛋要转变身份成

为好人，巨大反差引发不少笑料。

（花花）

《坏蛋联盟》确认引进中国内地

本报讯 由苏哲贤执导，陈嘉桦、

耿乐领衔主演，陈以文、黄瀞怡、蓝

皓东、林晖闵、李丞展、李日詹、詹牧

主演的青春剧情电影《野夏天》近日

发布同名主题曲 MV，主题曲由陈嘉

桦、高尔宣 OSN 联袂献唱，用嘻哈形

式融合青年成长困境，通过一声哨

响拉开 MV 序幕，五名少年在夕阳余

晖下气喘吁吁跑来，呈现了燥热夏

天中少年独有的野性悸动。

电影将于 3 月 25 日正式上映。

（花花）

《野夏天》发主题曲MV

动画电影《草原大作战》定档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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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

平台（www.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

超4600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的

影片 330 余部。2022 年第 9 周（2 月

26日-3月 4日）全国共有 26个省区

市的 10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042部，共计15万余场。

当周有 4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

部，其中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在影片订购部数和场次方面表现

俱佳，订购 174 部影片共计 10433
场。上海东方永乐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回传卡次数最多，超 800次；江西

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近8000场。

西影一批影片登陆农村市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战争片最受

观众青睐，《浴血广昌》、《血战狙击

岭》、《突围》占据故事片排行榜前三

甲，这三部影片全部是2021年11月

份新上农村平台的影片，累计订购

已超七万场，显示出农村观众对于

农村电影市场战争题材影片的喜

爱。此外，《扫黑·决战》、《中国医

生》、《除暴》等城市票房过亿影片也

取得了良好成绩。

科教片订购方面，近期多地开

展“美丽乡村安全行 电影下乡进万

村”活动，《电瓶车安全小故事》、《交

通安全小故事》获热订。

新上平台方面，《屠夫状元》、

《滴血黄昏》、《独孤九剑》等一批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影出品的影片登

陆农村电影市场。其中可重点关注

的是眉户戏曲片《屠夫状元》，影片

讲述了被害忠臣之子党金龙，在赴

京应试途中冻饿交困，被善良的屠

夫胡山搭救，得以进京赶考。党金

龙高中状元后，谁料在高官厚禄的

诱惑下，竟把国恨家仇扔于脑后，认

贼作父，卖身求荣，并残害生母。幸

有胡山救起党金龙之母，并不畏权

势，终于惩处了奸臣杨猎和党金

龙。胡山的品格很得皇上的赏识，

加官进爵，扶佐太子还朝，党母朱氏

加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西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

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的佳作，拍摄

出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像《生

活的颤音》、《红高粱》、《人生》、《背靠

背，脸对脸》、《埋伏》等经典影片均可

在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订购。

多地开展“美丽乡村安全行

电影下乡进万村”活动

为进一步做好交通安全宣传工

作，努力提升农村地区、社区居民、

中老年人、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

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和法制意

识。近日，山东、江西、新疆等多地

管理部门结合电影下乡放映活动，

通过放映交通安全警示片，向广大

观众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山东省公安厅交管局在济宁市

梁山县举办山东省“美丽乡村安全

行 电影下乡进万村”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通过活动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传播文明交通正能量，营造交通安

全氛围，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现场

大家一同观看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片。据统计，自2019年至今，通过宣

传活动在全县 14 个乡镇、626 个自

然村放映电影15000余场，新颖的宣

传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遵守

交通文明。

江西吉安市井冈山交警大队

民警利用送电影下乡的形式，深入

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电影放映点，

积极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

巡回宣讲活动，将文明交通安全知

识与群众娱乐地点结合起来，进一

步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

防和减少乡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走进农村开展“电影下乡·
美丽乡村安全行”活动，通过放映电

影以及民警讲解案例的方式让群众

形象的了解交通安全知识。

“美丽乡村安全行 电影下乡进

万村”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生活实际，

通过公益电影放映这种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寓教

于乐，既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精神文

化生活，又向群众宣传了交通安全

知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警示教育

效果。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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