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魂》（中/日）

唐大道夫妻因疾病夺走儿子而痛

彻心扉，痛楚之中，父亲唐大道开始反

思自己在处理父子关系上的缺憾以及

个人心绪上的阴霾，他渴望与儿子对

话，以安抚儿子的灵魂。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剧情

导演：日向寺太郎

编剧：富川元文

主演：巍子/陈瑾/强宇/栾蕾英

出品方：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秉

德行远影视/株式会社PAL电影公司等

发行方：秉德行远影视

《横山游击队》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陕

北横山县连遭大旱，民不聊生。在共产

党人的启发引导下，众人终于组成游击

队，开展打土豪、分粮食同恶霸地主等

反动势力进行殊死的武装斗争。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战争

导演：宋子宏

编剧：马德林

主演：陈奕名/王雅捷/袁骁

出品方：榆林震远之星

发行方：原画面影业

《卧鼠藏虫》

失散多年的双生兄弟在企业抢夺

战的反向推动、血脉亲情的感召与国

际大案的卷入之下跨国重逢，他们并

肩作战对抗幕后黑手，赶走阴霾重新

开始美好生活。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喜剧

导演：文松

编剧：文松

主演：文松/贾冰/崔志佳/张晨光/

周浩东/代乐乐

出品方：海南橙影文化/极点映画/

北京动音乐扬文化等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错乱空间》

青年男女踏入荒村，却走不出迷

途险境，真相浮出古城的那一刻，真实

虚幻重叠交错，让人毛骨悚然的悬疑

事件一触即发……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悬疑

导演：屈柏成

编剧：刘凯

主演：付然/葛恒瑞/李北岳/舒贵林

出品方：中视中艺文化传媒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囧男进化论》

患有社交恐惧症的郝大毅与富家

女杜鹃相遇并相爱，然而曾盗走郝大

毅的心血的人突然出现，给他们的感

情蒙上了不确定性。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爱情/冒险

导演：金少丽

编剧：金少丽

主演：罗翔/江兰萱/吕晋源/侯灵秋

出品方：卓迈影业/江苏红天下影业

发行方：卓迈影业

《野夏天》

作为一个目击者的作家吴又立，

原来只想侧写这些少年的汗水与激

情，但从远方来的她，却成了赛道上的

不速之客……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剧情/运动

导演：苏哲贤

编剧：田梓汐

主演：陈嘉桦/耿乐/陈以文/黄瀞怡

出品方：启迪传奇影视/群石国际/

艺直通

发行方：环鹰时代文化

《梦想演说家》

患有严重口吃和听力障碍的保

安凭借坚强的毅力和奋斗不息的精

神，在企业危机时刻，通过自己的营

销口才力挽狂澜，最终跃身成为一代

演说家……

上映日期：3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陈剑/张胜举/张勇谋

主演：彭博/王蕾/金良/王劲松

出品方：湖北梦之声文化/佛山九

州影帝文化等

发行方：湖北梦之声文化

《月球陨落》（美/英）

该片讲述了月球突然偏离运行轨

道，即将撞上地球，而人类为了避免浩

劫，决定派遣一支小队前往太空，试图

探究月球失控原因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25日

类型：灾难/科幻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编剧：罗兰·艾默里奇/哈洛德·克

卢瑟/斯宾塞·科恩

主演：哈莉·贝瑞/帕特里克·威尔

森/约翰·布莱德利

出品方：英国月球陨落/美国中心

城邦影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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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你好》发“我帮爸妈搞对象”版预告

本报讯 由张栾执导，马丽、常远、

魏翔领衔主演，贾冰、黄允桐、韩彦博、

张一鸣、郝鹏飞、李一宁、李桃夭夭、刘

语乔、张佳雯、吕宁主演的电影《哥，你

好》近日发布了“我帮爸妈搞对象”版

预告。

预告中，无意间找到“穿越信物”

的小伍决定回到 1988 年去“助攻”爸

妈谈恋爱，结果没想到一出场便惨遭

“滑铁卢”，被正在洗手间化妆的妈妈

大陆当成了流氓。几经波折，看到年

轻爸妈的小伍终于开启了自己此次穿

越的主线任务——“帮爸妈搞对象”。

一句“喜欢他呀”揭穿了妈妈大陆对爸

爸老伍的挂脸式喜欢，胸有成竹的小

伍顺势将两人撮合到一起，不管是舞

厅帮忙按头寻找舞伴，还是爸妈约会

小伍买花的情节都成功戳中众人笑

点，结尾处教训完强哥后突然消失的

诙谐场面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一幕幕

啼笑皆非的亲情故事就此上演。

《哥，你好》中，马丽、常远、魏翔、

贾冰的搭档阵容令无数观众期待，几

位喜剧人同屏飙戏，花式展现搞笑功

力。其中，马丽化身80年代先进向上

的三八红旗手大陆，飒爽的人设、复古

的造型以及自然的演技让人再次眼前

一亮。而同样作为老喜剧人的常远在

本片中与马丽饰演一对母子，吊人胃

口的情节设定及充满神秘感的搞笑人

设无一不拿捏着观众们的笑点。

此外，曾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

静》中奉献出精彩表现的演员魏翔再

次与马丽联手，其自成一派的喜剧风

格令无数观众难以忘记，换脸式的演

技更是收获了一次次的好评与笑声。

同时，演员贾冰在本片中与其他几位

主演之间的爱恨情仇也备受关注，画

龙点睛般的角色表现为电影增添了无

数精彩亮点，为大家共同奉上一个温

暖人心且搞笑轻快的别样故事。

该片由万达影视传媒、墨客行影

业、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冠宇影业

出品，墨客行影业、影聚天际影业、拾

圈文化传媒、广州光影互娱文化传播、

北京尚丰影视传媒、北京百汇合川文

化传媒、安徽娱星影业、斑马影业联合

出品。 （影子）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的最新 DC 超级英雄电影《新蝙蝠

侠》（The Batman）正在热映中，首周

末叫好叫座，获国内本周末票房冠

军，北美票房突破 3 亿美元，全球票

房接近 6 亿美元，是截至目前本年度

全球票房最高的好莱坞影片。口碑

方面更是表现不俗，获得猫眼 9.0、微
博 8.5、V 淘 87%、豆瓣 7.7 的全网好

评。观众表示“超出预期，超级带

感”、“不止好看，更值得细细琢磨品

味”。影片日前发布“至暗谜局”特

辑，解锁蝙蝠侠和谜语人之间既彼此

对抗又相互影响的微妙关系。

《新蝙蝠侠》不仅重现了经典蝙

蝠侠漫画的侦探元素，同时还原了

一个作为普通人的蝙蝠侠。DC 的

起 点 正 是 侦 探 漫 画（Detective
Comics），《新蝙蝠侠》重新找回蝙蝠

侠是侦探的身份核心，既探查案件

的真相，同时也探知自己的内心。

“至暗谜局”特辑揭晓了蝙蝠侠和谜

语人之间既彼此对抗又相互影响的

微妙关系。

导演马特·里夫斯表示：“我希望

刻画的这个蝙蝠侠被种种罪行挑战，

似乎在随波逐流，谜语人和他如此相

似。”谜语人在蝙蝠侠的启发下，决定

利用恐惧惩治罪恶，朝着哥谭市的腐

败系统开火，正如饰演者保罗·达诺

所说，“没有蝙蝠侠，就永远不会有谜

语人”。但这样极端的方式，真的能

让哥谭市变得更好吗？罗伯特·帕丁

森表示：“谜语人一条道走到黑，他的

‘正义’是致命的。”但也因为有谜语

人作为参照，“还在苦苦思考蝙蝠侠

究竟是谁”的布鲁斯·韦恩，才终于找

到了答案，以善良的方式守护哥谭，

在黑暗中点亮希望之光。

《新蝙蝠侠》由华纳兄弟影片公

司出品，马特·里夫斯执导，罗伯

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维兹、保罗·
达诺、安迪·瑟金斯、柯林·法瑞尔

等主演。

（杜思梦）

《新蝙蝠侠》发“至暗谜局”特辑

本报讯 由赵今麦、林一领衔主

演，沈月特别出演，汪佳辉领衔主

演，根据叶月抹茶同名漫画改编的

电影《一周的朋友》日前发布“朋友

关系”剧照。影片由《比悲伤更悲

伤的故事》的导演林孝谦执导、吕

安弦编剧。

在学生时代，你是否也有成群

结队的好朋友？电影《一周的朋

友》讲述的是转校生林湘之（赵今

麦 饰）与新同学徐又树（林一 饰）、

宋晓楠（沈月 饰）、蒋吾（汪佳辉

饰）成为好朋友的故事。

如果你的朋友只能记住你一

周，你还会和 TA 做朋友吗？林湘

之、徐又树几位好朋友组成的“末

日生存小队”，有着专属团名，有着

大家共享的“秘密基地”，开心时打

打闹闹，伤心时温暖抱抱，友情的

浓度不由时间长短而定义，正如影

片导演林孝谦所说，“朋友就是无

论晴天雨天，都陪伴在身边为你撑

伞的那个人”。

《一周的朋友》取景拍摄于真

实的高中校园，黑板上高考倒计时

的粉笔字、课桌上堆成小山的书

本、同学之间的相处细节，勾起网

友自己的学生时代记忆。影片将

于 4 月 2 日全国院线上映。

（赵丽）

赵今麦主演《一周的朋友》发布“朋友关系”剧照

本报讯 DC 超级英雄电影《新蝙

蝠侠》已于 3 月 18 日在 IMAX 影院公

映。影片由马特·里夫斯执导，罗伯

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维兹、保罗·
达诺、科林·法瑞尔等主演，讲述谜

语人疯狂作案，令整座城市陷入惊天

危机，蝙蝠侠毅然冲进重重“谜”雾

拯救哥谭的故事。

全新风格化的视听语言和充满

真实质感的动作设计尤其备受赞誉，

在 IMAX 的音画品质助力下令观众

大呼“过瘾”。有影迷评论：“《新蝙

蝠侠》拳拳到肉、快准狠的实战风格

显得更‘上头’，尤其是那些近身搏

杀的场面，在 IMAX 的视听条件下更

有零距离观战的刺激，看得人热血沸

腾！”、“蝙蝠战衣、蝙蝠车的设计比

以往更炫更酷，披风秒变飞鼠服一飞

冲天的场面帅爆了，看蝙蝠侠在顶天

立地的大银幕上自由翱翔，搭配暗黑

另类的视觉风格，简直有史诗大片的

气魄。”

新一代演员也获得广泛认可，年

轻的罗伯特·帕丁森在万众瞩目之下

交出了惊艳答卷，影评人奇爱博士表

示：“这是一个真正沉重而又黑暗的

蝙蝠侠，他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假借

面具探索自我身份认同的青少年。”

而 IMAX 的视听效果亦让演员的华

丽呈现更添震撼，影评人迷影至下点

评，“在 IMAX 大银幕的笼罩之下，蝙

蝠侠主宰战斗的震慑威力成为真实，

让人能够沉浸式体验一场惊险刺激

的悬疑盛宴”。除此之外，蝙蝠侠和

谜语人的正邪巅峰对决、新版蝙蝠侠

与新版猫女的强强联手，都给观众留

下惊艳印象。

（影子）

“新”蝙蝠侠IMAX首秀获好评

本报讯 由杨紫、肖战领衔主演的

《余生，请多指教》（以下简称《余生》）

正在腾讯视频热播。音乐系大三学生

林之校（杨紫饰）在追求大提琴梦想与

稳定生活之间徘徊，却突然遭遇父亲

重病的变故；看似前途光明、冷静持重

的顾魏（肖战饰），也正遭遇职业瓶

颈……两个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意外相

遇。剧集以两人双向成长的爱情为故

事主线，辅以亲情、梦想、成长等多重

元素展开叙事，是一部主打温暖、治愈

基调的现代都市情感剧，除展现年轻

人爱情故事外，还对中国传统式亲情

关系加以探讨。

自开播以来，《余生》凭借甜美的

情感和温暖的底色收获观众的一致好

评。在爱情的展现上,《余生》表现得

细腻且美好，林之校和顾魏的感情线

呈现了一种舒缓而韵味悠长的爱情模

式，他们之间的感情始于互相欣赏和

怜惜，最终彼此治愈，共同蜕变。

而在亲情的展现上，《余生》也呈

现出了对生活的真实描述。林家是颇

为典型的中国家庭，嘴硬心软的林父、

善良包容的林母，独立倔强的女儿，一

家三口，彼此关爱，却也摩擦不断。尤

其是林之校父女亲情线让《余生》与传

统的都市情感剧有了比较大的区别。

二人从关系僵硬到相互理解的过程，

使得剧中的亲情线更加丰满，并传递

出“和解”与“陪伴”的亲情主题，引人

共情。

同时，林之校、顾魏、顾肖、萧珊等

年轻角色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遇到很多

挫折和烦恼。在身处困境的时候，他

们表现出的迎难而上的态度与决心，

在温暖亲人、朋友、伴侣的同时，也治

愈了自己。《余生》借角色的励志成长

故事，激励年轻人勇敢面对困难，成为

更好的自己。

在最近更新的剧情中，林之校的

学长——知名小提琴家邵江回国，他

得知林父的病情提出要送其出国治

疗，该提议引发林家内部产生分歧。

与此同时，邵江的出现也让顾魏产生

危机感。林父不愿出国治疗究竟为

何？林之校和顾魏感情发展能否顺

利？一切谜底即将揭晓。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

地方”——《余生》希望传递出真诚、

理解、包容的爱情观，以及积极、乐观、

淡然的生活态度。在父亲做手术的时

候，林之校从母亲嘴里听到了质朴而

动人的父母爱情。林父年轻时候没有

多少钱，但知道林母喜欢听音乐就省

下工资给她买磁带，那时候也没有电

梯，瘦弱的林建国就哼哧哼哧地把米

给她扛上去。林母很骄傲地和女儿说

自己这辈子没有选错人。这一段让很

多观众泪奔，大呼“父母爱情真好磕”

“成年人的双向奔赴让人动容”……

从目前的播出反馈看，可以说《余

生》是一部适合阖家观看的剧集，不同

年龄段的观众会产生不一样的共鸣。

例如年轻观众更注重对梦想、爱情对

描绘，为人父母的观众会更加关注与

孩子的沟通，中老年观众对于剧中的

生老病死感触颇深，更加珍惜和家人

相处的时光。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

从自己的角度品读《余生》，寻找属于

各自的影子，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

辣。 （赵丽）

阖家欢剧集《余生，请多指教》腾讯视频热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