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改编自八月长安振

华系列，电影《最好的我们》续

篇《暗恋·橘生淮南》近日发布

同名主题曲 MV，从振华高中的

暗恋时光到大学校园的偶然重

逢，“南橘北枳”的故事会走向

怎 样 的 结 局 ？ 该 片 由 黄 斌 执

导，张雪迎、辛云来、伍嘉成领

衔主演，刘琳、辣目洋子、何蓝

逗、张熙然、果靖霖、代乐乐特

别出演，姜宏波、林子烨友情出

演，李希萌、毛雪雯特别介绍出

演，将于 5 月 20 日“世界告白

日”全国上映。

张靓颖惊喜献声

唱出暗恋心绪

近日，电影《暗恋·橘生淮

南》发布主题曲《暗恋》MV，歌曲

由实力唱将张靓颖演唱，还有金

牌制作班底为其保驾护航。作

曲兼制作人钱雷，曾创作出《人

世间》、《孤勇者》等优秀音乐，搭

档作词人金灿灿，用音乐谱写了

洛枳与盛淮南长达十余年的青

春暗恋故事。MV 开篇，洛枳低

声诉说着少女心事：“这世上最

容易保全，也最容易毁掉的感

情，就是暗恋。”一句话道尽默默

喜欢一个人的欢欣与苦楚。而

MV 副歌部分“我的世界，下一场

雨，我却盼着你的世界天晴”更

是令人唏嘘感伤，张靓颖温柔坚

定的声线与洛枳清冷骄傲的暗

恋心绪完美契合，也唱出了许多

暗恋中人柔肠百结的心酸、默默

关注的无奈。

据悉，该片的主题曲 MV 以

“暗恋女主天花板”洛枳的视角展

开，振华操场上的眼神躲闪、天台

上的共同话题、琴房里的悄悄关

注，都是她最浪漫的小秘密。“你

经过时木马在旋转，我的快乐重

复了一遍”歌词道出遇见暗恋之

人的欣喜，而“某一天喜欢天空安

静，某一天希望暴雨不停”则精准

描绘出暗恋时患得患失的心情。

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因为

不确定那个 TA 是否怀着同样的

心意，所以才会患得患失，所以才

会需要勇气。

从暗恋开始的青春

也会因暗恋成为更好的自己

电影《暗恋·橘生淮南》根据

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

了成绩优秀、生性骄傲的洛枳

（张雪迎 饰），暗恋着幼时有过

一面之缘的同学盛淮南（辛云

来 饰）。高中毕业后，两人在大

学偶遇并越走越近，但洛枳依然

不敢表白心迹。当“南橘北枳”

再度相遇，是否会“迎来”属于他

们的浪漫甜蜜？5 月 20 日，让电

影给你答案。

有多少人的青春从一场暗

恋开始，又有多少人因为暗恋

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即使是

面对默默喜欢的盛淮南，洛枳

仍然保持清醒、独立。暗恋于

洛枳而言，是亦步亦趋的跟随，

也 是 清 楚 自 己 值 得 被 爱 的 坚

定。不少观众在看到 MV 后被

歌曲的情绪感染：“张靓颖的声

音太有故事感了，简直让人一

秒共情”；也有观众表示很喜欢

MV 中的暗恋细节：“刻意走在

喜欢的人后面、在操场上用余

光悄悄观察 TA……这些小心思

戳中了谁我不说！”

根据八月长安同名小说改

编，由黄斌导演，张雪迎、辛云

来领衔主演的电影《暗恋·橘生

淮南》将于 5 月 20 日上映。“迎

来”幸运，“暗恋”成真！

《暗恋·橘生淮南》发同名主题曲MV
张靓颖倾情献唱诉说少女暗恋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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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7 日，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指导、《电影艺术》杂志社主

办的“电影《您好，北京》研讨会”

在京举行。

尹鸿、闫少非、胡智锋、阎晓明、

饶曙光等十余位业界专家与导演曹

茜茜等主创就影片的艺术特征与其

所映照的时代品格进行了深度交流

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您好，北京》是

一部平实温暖的现实主义影片，此类

作品在“后疫情时代”于电影界和整

个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影片在人物

塑造、情节设置与叙事结构方面有其

独特的创作考量。

影片导演曹茜茜介绍，《您好，北

京》是一部以“北漂”群体为呈现对象

的现实主义电影，取材于“后疫情时

代”下普通人在大都市中的真实际

遇、现实问题与朴实愿望，聚焦于三

个不同年龄段的小人物在北京的奋

斗与生活，是一则温暖励志的动人故

事。影片创作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第十一大、中国作协第十

大开幕式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一部立

足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呼

应时代感召的影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尹鸿认为，电影观照了这个时代，映

射了“后疫情时代”下当代民众乃至

电影业“逆风飞翔”之韧性。影片的

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表现出了现实

的严酷，同时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

脉脉温情。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闫少非表示，《您好，北京》是

一部情感真挚且能映射时代症候的

作品，不仅经由人物故事凸显了“后

疫情时代”下民众的某些焦虑，也进

而映照出电影业在疫情带来经济低

潮中的某些困难和不懈努力。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胡智锋评价影片故事讴歌了新时

代的普通大众与劳动人民，积极贯彻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

大、中国作协第十大开幕式的重要讲

话精神，呈现了普通劳动者是如何在

艰苦境遇下通过锐意进取的向上精

神化解生活之痛的。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阎晓明

表示，面对电影业因当下疫情而遭受

困顿经济的现状，主创团队敢于拍摄

现实主义影片需要很大勇气。影片立

足日常生活与现实困境，但能以温情

的笔触对困苦的生活现状予以书写，

这便具有能鼓舞人心的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研究员

饶曙光称赞影片是一部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的影片。它以“北漂一族”为

叙事对象，但同时以差异化的叙事方

式与表现手段使之区别于已有作品，

有意地脱离先前同类影片的创作范

式与经验惯例，这种创新意识值得被

充分认可。

（杜思梦）

本报讯 电影《热搜》近日杀青并

发布概念海报。本片由《心迷宫》、《暴

裂无声》的导演忻钰坤执导，周冬雨、

宋洋、袁弘领衔主演，影片讲述了自媒

体主编陈妙的一篇“爆款”文章，意外

牵扯出一桩犯罪案件的故事。高口碑

犯罪片导演忻钰坤，首次搭档周冬雨，

让人期待。

概念海报也引人遐想，海报被层

出不穷的数字条码覆盖，周冬雨的眼

神仿佛在凝视，但又透露出一丝的无

助。在她侧脸笼罩下的是袁弘的身

影，只是一个扭头的动作，却让人不由

紧张起来。他们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又将经历哪些遭遇，种种都令人好奇

不已。

《热搜》讲述自媒体主编陈妙（周

冬雨 饰）在追踪话题事件时，却意外

收到当事人的求助，并牵扯出一桩犯

罪案件。陈妙的合伙人何言（宋洋

饰），集团总裁岳鹏（袁弘 饰）陆续卷

入其中。真相究竟为何，背后还有哪

些危险的秘密？面对当事人的求助，

陈妙又将如何应对？一场以网络为载

体的正义之战即将展开。

周冬雨此次饰演的角色是自媒体

主编陈妙，这也是她首次挑战职场女

强人的角色。造型上成熟干练，性格

上也勇敢坚毅，与她以往塑造的银幕

形象颇为不同。陈妙在孤注一掷为弱

者发声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人性

救赎。这一角色将会给观众带来怎样

的人物魅力和深刻动人的情感共鸣，

引人遐想。

电影《热搜》的主出品方与制作班

底也颇为瞩目，这是爱奇艺与北京聚

合影联的首次战略性联手，两家公司

均出品过多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热

搜》是爱奇艺继《扫黑·决战》、《彷徨之

刃》、《忠犬八公》后出品的又一部院线

佳作。近年来，爱奇艺持续通过出品

优质电影、参与电影在线发行等工作，

积极投身中国电影市场，与电影人一

道努力拓展市场空间。未来，爱奇艺

还将继续联手实力电影人，为观众奉

献题材多样、类型多元的精品力作。

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曾

发行过《大圣归来》、《战狼 2》、《我不

是药神》、《流浪地球》等电影。

（影子）

本报讯 爱情喜剧电影《致我的陌

生恋人》将于4月14日全国上映，在这

个“世界告白日”为观众带来经典的法

式浪漫。该影片荣获第 45 届法国凯

撒电影奖，由法国扎齐电影公司、法国

马尔斯影业出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

这部演绎浪漫爱情的电影，将带

观众开启一次平行时空的爱情之旅。

影片中，男主拉斐尔（弗朗索瓦·西维

尔饰）在一次与妻子奥利维娅（约瑟

芬·约比饰）激烈的争吵后，穿越到平

行世界与其成为陌生人，后通过努力

重新赢得了妻子的爱。该影片被多名

影评人点赞，不少国内影迷称其为“法

国版《想见你》”。

在爱情电影中加入科幻元素，已

经不是第一次的设计，但《致我的陌生

恋人》兼具法国电影独有的浪漫气质

和幽默暖心的喜剧氛围，故事中在平

行时空互换身份的桥段，带有着天然

的喜剧元素和戏剧冲突。此外，影片

将镜头聚焦到大众常会面对的爱情酸

甜苦辣，又有着极具普适感的现实意

义。

导演雨果·热兰从主创团队的亲

身生活经历中汲取灵感，他自己与妻

子一见钟情的恋爱故事，也构成了该

片核心的情感元素。他表示，希望这

部电影能让菜鸟小白们燃起对爱情的

美好憧憬，也让情场老手们重拾初恋

的纯真时光。不少观众在观影后表

示，“相比回到过去改变当初，不如接

受对方的闪闪发光”、“时空纵然无法

重合，但爱的人依旧是那一个，因为爱

就是如此的怦然心动”。

《致我的陌生恋人》巧妙地将爱

情、友情、现实、家庭等话题结合，引发

情感共鸣。自4月9日开启点映后，已

有不少情侣抢先观影。有女观众表

示：“带男友来看真的很值得，启发了

他这种直男的浪漫开关。”有的男观众

则发出了理性思考：“我也在反思自己

的沟通不当，在彼此的立场上思考很

有必要”、“要享受当下，珍惜眼前

人”。

该片不仅将开出“13:14”、“17:20”

等特殊的“告白场”，更将联动线上平

台，针对影片推出专属的优惠活动。

例如，淘票票在其“淘麦 VIP”会员权

益中，开启了用会员积分兑换早鸟优

惠、买一赠一券的特惠活动，以便让用

户在观看这部爱情影片中，获得更好

的购票和观影体验。

（赵丽）

本报讯 4 月 8 日，由华纳兄弟影

片公司出品的奇幻冒险电影《神奇动

物：邓布利多之谜》登陆 IMAX 影院，

同日恰逢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IMAX
联合科学传播媒体《博物》在京举办

“神奇动物开放日”—— 国际珍稀动

物保护日 IMAX特别观影活动。

活动开始之前，现场的 IMAX 大

银幕以播放《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

谜》IMAX 主创特辑的方式为观众奉

上“开胃菜”，诸多精彩片段在大银幕

上震撼震撼，纽特、邓布利多、格林德

沃等核心角色扮演者更齐齐为 IMAX
惊艳视听效果点赞，邀请大家于

IMAX 走进恢弘的魔法世界，令人对

完整影片的视听效果更加期待。

科普分享之后，IMAX《神奇动物：

邓布利多之谜》放映正式开始。随着

剧情展开，全场观众深度沉浸于

IMAX 身临其境的氛围之中，而在观

影结束后，现场更是自发响起热烈的

掌声，影迷对观影体验的高度认可展

露无遗。在映后采访中，观众对影片

本身和 IMAX 体验均不吝赞美之词：

“非常过瘾！可以说是这两年难得一

见的顶级好莱坞大片，值得用最好的

方式去体验，必看 IMAX！”“在大银幕

笼罩之下你会感觉一步就跨进电影

里，有一种圆了魔法梦想的幸福感。”

“对于这样有大量特效动作场面的电

影，IMAX的‘放大器’效果非常显著，

火爆程度加倍，视听冲击力加倍，那种

极致嗨燃的感觉会让你起鸡皮疙瘩！”

观众一致认为，《神奇动物：邓布利多

之谜》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巨制和效果

顶级的娱乐大餐，“必须看 IMAX才不

会暴殄天物！”来自现场观众的评价亦

成为 IMAX《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

谜》的可靠“背书”。

（影子）

本报讯 自 4月 8日起，北京环球

度假区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陆续向游

客呈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体验

——北京环球影城：王者荣耀英雄盛

会主题活动于4月8日至7月3日率先

登场；基于照明娱乐全球热门影片《神

偷奶爸》系列全新打造的小黄人主题

客房即将上线，从主题房间到主题景

区，一站式包揽你的“小黄人”萌趣体

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主题活动惊

喜上演，“恐龙出逃”，在“大片世界”与

游客相遇。

此外，北京环球影城中的七大主

题景区将继续通过游乐设施、娱乐表

演、特色商店和餐饮体验等，为游客呈

现深受欢迎的电影故事和角色。七大

景区分别为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

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的

魔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

坞和未来水世界。即将上线的一系列

主题体验，将为开园以来已有的“大片

世界”体验加码。

在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体验的同

时，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将继续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措施：对所有入

园人员进行验码测温和健康筛查，强

化园区各场所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包

括每日闭园后对整个园区进行全面消

杀，为游客提供便利的消毒清洁设施、

引导游客保持安全距离等，力求以安

全、健康的环境欢迎游客的到来。根

据疫情防控要求，所有游客在出行前

均需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移动应

用提前注册并预约入园时段，分时段

有序入园，并请在游览过程中始终戴

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防

护。出行前，游客可登录北京环球度

假区官方网站、APP、小程序，参考“安

全指南”，了解园区最新的防疫政策和

要求。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密切关注疫

情防控动态，及时根据疫情状况合理

调整运营安排。 （影子）

电影《您好，北京》在京研讨

时代感召下的温暖现实主义之作

北京环球度假区主题体验加码多重精彩

忻钰坤新片《热搜》发布概念海报

爱情电影《致我的陌生恋人》4月14上映

IMAX在京举行“神奇动物开放日”特别观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