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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6日，“光影耀赣鄱·文

化进万家”红色经典进万村电影公益放

映活动启动仪式暨《邓小平小道》学习

观影活动在上饶万达影城举行。本次

活动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电

影局、江西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电影集

团公司联合主办。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永

明，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总经理凌卫，上饶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部长蒋丽华，景德镇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林蓉，江西出版传媒集

团副总经理、江西电影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建森，江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

处长赵卫萍等参加活动。活动由江西

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

理张露主持。

活动现场，“红色经典进万村”电影

公益放映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江西省

将组织 1400 余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深入

农村、扎根基层，把电影带到寻常百姓

家，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去丰富的“电影

文化大餐”。

为更加精准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让广大群众共享电影丰硕成果，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中国电影集团

公司向江西赠送了 2000场公益电影，江

西电影集团旗下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作为活动的承办方，接

受了赠牌。

据悉，此次江西省精选了《我和我

的祖国》、《悬崖之上》、《信仰者》、

《1921》等一批传播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的影片，将走进乡村、社区、学校、工业

园区等地开展放映活动。

由江西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

《邓小平小道》是一部重大革命题材电

影。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本

着拍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电影作品的

创作态度，编剧王兴东历时 15 年反复

打磨剧本，主创团队历经 5 年完成拍摄

制作，最终创作出了一部镌刻人心的

动情之作。

因疫情影响，该剧的编剧王兴东、

导演雷献禾未能亲临现场与观众见面，

他们分别录制了视频，分享了创作《邓

小平小道》过程中的点滴，讲述了与江

西这片红土地的缘分。

此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获得市级

“五一”劳动模范以及曾在抗击新冠疫

情中表现突出的先进代表们一起观

影。观影后，大家纷纷表示被邓小平同

志在困境中不改初心、在逆境中不失信

仰的高尚品格所震撼。观影犹如接受

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激

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踏实

工作。

据悉，电影《邓小平小道》自立项以

来，得到中宣部、江西省委宣传部等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入选中央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被列为江西省

委宣传部重点资助文艺精品项目、江西

省广播电视局重点扶持电影项目。影

片还获得了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五项

大奖提名、休斯顿国际电影节铜雷米奖

等多项国际荣誉。 （清清）

本报讯 近日，火爆全球的知名 IP
《小马宝莉》首部全CG大电影《小马宝

莉：新世代》正式宣布确认引进，即将

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

先导海报中，五位全新角色集结

亮相，萌力十足。拥有闪耀紫发的陆

马希悦走在队伍最前方，带领全体成

员欢乐进发。希悦的右侧是同为陆马

的英奇，他是一名正义的小马警长。

希悦左侧则站着极具创意与活力的独

角兽小艺，一头柔顺的蓝色卷发是她

独一无二的标志。拥有彩虹发色的力

力与粉色双翼的琪琪则是一对飞马姐

妹，她们俩一左一右翱翔在队伍两侧，

从上空守卫着伙伴们的安全。

《小马宝莉》作为孩之宝旗下的

知名 IP，一直以来都备受全球大小朋

友的喜爱。系列动画作品不仅风靡

欧美近 40 年，席卷了全球 70 多个国

家，在内地也是人气爆棚，创下了系

列动画收视与播放量累计超 90 亿人

次的佳绩。而此次即将与观众见面

的《小马宝莉：新世代》则是为这个经

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的诚意升级之

作。视觉上不仅首次采用了全 CG 的

呈现形式，在角色塑造的方面，也赋

予了全新一代更加贴近当今价值观

的独特个性和多元审美。故事表达

上，在延续前作歌舞风格的同时也开

辟了全新的冒险篇章，继续探讨友谊

与爱的真谛。

（花花）

《小马宝莉》首部全CG大电影确认引进

汪苏泷李雪琴首度音乐合作

谱写洛枳盛淮南甜虐交织暗恋心路

《暗恋·橘生淮南》近日发布插曲

《眼泪落下之前》MV，歌曲由实力唱作

歌手汪苏泷作曲，并与北大才女李雪琴

联合作词，两位创作者首次音乐合作，

为洛枳与盛淮南长达十余年的漫长暗

恋打造专属情歌。汪苏泷曾参演电影

《最 好 的 我 们》并 演 唱 毕 业 主 题 曲

《耿》，也以此被网友称为“毕业季代言

人”，插曲《眼泪落下之前》是其再次与

“振华三部曲”系列电影合作。此次，汪

苏泷用独特声线唱出盛淮南视角的暗

恋故事，歌曲中饱含着对学生时代懵懂

情愫的追忆，以及多年后情难如愿的遗

憾感。歌词“是想要触碰又收回的手，

是皱皱眉头”完美诠释了暗恋一个人时

悄悄试探、欲说还休的姿态，而“年轻的

爱人总不知天高地厚，把邂逅当拥有”

则道出了青春时代没能勇敢表白的那

份不甘。

插曲《眼泪落下之前》MV 开篇，洛

枳已经蜕变为知性成熟的事业女性，偶

然间发现了盛淮南写下的日记，字字句

句皆是对她的深情。“那些你青春里无

法言说的秘密，也是我一直珍藏在心底

的美好”，一别经年，盛淮南对洛枳年少

的暗恋作出了回应。遭逢变故的盛淮

南离开了洛枳身边，却没有放弃关怀

她，而是选择在她看不到的地方默默支

持守护。MV 结尾，伴随着盛淮南在与

洛枳热恋时期流下的眼泪，一句“如果

当时的我更勇敢一点，现在的我还有遗

憾吗？”叩问着每个暗恋过的人。

“金牌组合”狂戳观众泪点

“南橘北枳”重逢在眼泪落下之前

据悉，插曲 MV 一经释出，便有不少

观众感慨：“汪苏泷一开口就有内味儿

了，一秒梦回中学的暗恋时光！”也有观

众被歌词狠狠戳中：“歌词好绝，错过暗

恋的懊悔涌上心头，我的眼泪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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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埋在记忆中的暗恋再度揭开，这一次

是否应该选择勇敢走下去？6 月 2 日，

让电影给你答案。

在此次发布的插曲海报中，成年后

的盛淮南与洛枳再度重逢、紧紧相拥，

分别许久，从小心翼翼的暗恋到阻碍重

重的现实都没能将这一对恋人拆散。

洛枳用欣喜的泪滴，为多年的暗恋故事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却不知盛淮南眼

角早已挂着泪痕。6 月 2 日，邀请你爱

的人一起来看《暗恋·橘生淮南》，喜欢

就要多见面，不负青春正好。

《暗恋·橘生淮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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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由张琦执导，常远、

辣目洋子领衔主演，王成思、郭祥鹏、

周大勇、陶亮、高海宝、李海银、苏伊可

主演的喜剧电影《绝望主夫》发布海

报，正式宣布将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上映。

《绝望主夫》讲述钢铁直男胡铁

男（常远 饰）因一次意外“坠入”女性

至上的异世界的故事。在这女尊男

卑的世界里，老婆许薇薇（辣目洋子

饰）当家做主，胡铁男自己则要洗衣

带娃，连酒友也成了男闺蜜。钢铁直

男哪能受这份气，誓要掀翻这啼笑皆

非的世界。

影片发布的定档海报以红黄为主

色调，明亮夺目的视觉效果强化了喜

剧画风，错落耸立、向深处延伸的“鞋

跟”群和光影交叠的设计给予观众无

限遐想空间。画面中，四个常远置身

于红色高跟鞋密布的丛林中，或极力

挣扎试图摆脱绳子的束缚，或席地而

坐表情委屈，或手持锯子企图锯开鞋

跟，似乎暗示在这个全新世界里胡铁

男将身陷困境，也会对女性代表的“绝

对权威”发起挑战，这场抗争将如何展

开，又将如何收场？

该片打开喜剧类型新维度，完整

构筑了一个性转世界，将男女社会职

能完全颠倒，飒爽干练的职场女性和

精致顾家的全职主夫相映成趣，因身

份错位衍生的包袱层出不穷，以胡铁

男为首的“钢铁直男变形记”即将鲜活

来袭，颠覆脑洞想象。

《绝望主夫》由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上海爱美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洋

川禾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出品，

北京星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优

酷电影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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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插曲《眼泪落下之前》MV及海报，

歌曲由汪苏泷作曲并演唱，李雪琴、汪苏泷作词，MV道出了盛

淮南与洛枳之间甜蜜的双向奔赴和无奈的现实阻隔。八月长

安同名小说改编，由黄斌执导，张雪迎、辛云来领衔主演的电影

《暗恋·橘生淮南》预售进行中，将于6月2日端午档全国上映。

《大圣降妖》

电影在火云洞章节基础上进行改

编，讲述生性顽劣，心底纯真的红孩儿

为了给父母做一顿团圆饭，被黑云仙蛊

惑设计捉唐僧的故事。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动画

编剧：吴海涛

导演：吴海涛

配音：张杰楠/彭珍珠/胡阳/李煦众等

出品方：河南喜果动漫

发行方：河南喜果动漫/上海鑫岳影视

《陀螺女孩》

讲述一个小女孩儿在父亲突然离

世，母亲突患精神疾病的情况下，靠自

己的双手撑起一个家的励志故事。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邓安东

导演：邓安东

主演：陶慧/张晨光/乌兰托雅·朵/

曹炳琨等

出品方：北京卓迈影业/河北睿凡

文化/北京飞轮文化等

《超级特战队》

欢乐城里每个小小特战队员们都

有着自己的独特技能，他们利用超能力

装备通力合作一次又一次克服艰难险

阻，但最邪恶黑暗势力卷土重来，拯救

家园大战一触即发……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动画/家庭

导演：罗红胜

配音：褚雯/丁传慧/张英等

出品方：合肥青之歌文化/安徽圣

熺文化

《我的启蒙老师》

影片讲述了女大学生文燕，追忆她

的启蒙老师方秀对她的关心爱护，引领

她摆脱蒙昧，走进文明的故事。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剧情

编剧：邓筱菊

导演：邓筱菊

主演：张曦文/谢雨萱/王维

出品方：北京龙江文化

发行方：北京小象快跑文化

《遇见你之后》

在古老的罗马街头，平凡的黄曼曼

意外遇见了与自己天差地别的偶像彭

柏杨，时过境迁，他们心里是否还记得

那天在罗马街头对彼此许下的诺言？

上映日期：6月3日

类型：爱情

编剧：侯祖辛/克里斯提诺·波顿/

余思/阿尔伯托·西蒙尼

导演：侯祖辛

主演：黄尧/刘迅/吴英哲/付美等

出品方：浙江自由元素影业/Orisa

Produzioni/北京无敌影业等

发行方：北京环鹰时代

《夺宝联盟》

影片围绕一块玉佩，多股势力从希

腊到青岛展开了一场惊天图谋。

上映日期：6月3日

类型：冒险/喜剧

编剧：何峻

导演：张沐

主演：立威廉/金巧巧/汤镇业等

出品方：上海坤仕影视

发行方：天津电影制片厂

常远辣目洋子主演《绝望主夫》定档“跨年”

本报讯 近日，《侏罗纪世界 3》
发布导演特辑，导演科林·特莱沃若

力荐 IMAX观影体验，盛赞其为欣赏

本片的“绝佳选择”。科林·特莱沃

若同时也是《侏罗纪世界》系列首部

曲的导演。

作为系列的缔造者之一，特莱

沃若回归执导，对《侏罗纪世界3》的
看点如数家珍，并“盖章认证”IMAX
为充分感受影片魅力的绝佳方式：

影片采用胶片拍摄，能极大地增强

IMAX观影体验，在 IMAX大银幕上

将更宏大、更丰满、更真实，其中部

分精华场景更采用 65毫米胶片，堪

称为 IMAX量身打造。

特辑同时曝光少量精彩场景，

层出不穷的新老恐龙角色个个激动

人心，恐龙与人类在地球上共存的

画面既惊险刺激又恢弘震撼，令人

对完整影片在 IMAX影院的极致体

验更添期待。

（花花）

《侏罗纪世界3》发导演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