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由赵今麦、林一领衔

主演，沈月特别出演，汪佳辉领衔

主演的电影《一周的朋友》将于 6
月 25 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几

位 朋 友 一 起 创 造 共 同 记 忆 的 故

事，展现青春的朝气和可贵，传递

友情力量的治愈与感动。影片根

据叶月抹茶同名漫画改编，林孝

谦执导、吕安弦编剧，期待在高考

结束后的暑期档和观众见面。

在高考倒计时一天之际，影

片发布“高考之后就相见”特辑，

四位主演讲述自己对于高中的回

忆，赵今麦形容高考那年是一个

“格外炎热的夏天，有做不完的题

和写不完的试卷”，林一说高考的

意义“就是和大家一起完成我们

的目标”。沈月回忆起高中“各种

各样的人组在一起，每一天都很

快乐”，汪佳辉说“希望能珍惜当

下的友谊”。四个年轻人给即将

经历毕业的考生送上美好的祝福

和期许，也让每个曾经经历过高

考的人，都怀念起那年夏天最炙

热的友情记忆。

《一周的朋友》将镜头对准中

学校园，讲述优等生林湘之（赵今

麦 饰）、暖心直球男徐又树（林一

饰）、元气少女宋晓楠（沈月 饰）、

理性学霸蒋吾（汪佳辉 饰）在相处

的点滴中逐渐成为最佳好友的故

事，四人组成“末日生存小队”，在

高中校园里不断创造着属于他们

的记忆。不管是一起在“秘密基

地”里读书学习，还是在火锅店分

享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盼，都真实

展现了大家心中最美好的学生时

代友情。在电影宣布 6 月 25 日上

映后，也收获了粉丝和观众满满的

期待。“正好在考试出分之后，可

以好好过一个假期”，“夏天要和

朋友一起看讲友情的电影”。在毕

业或者道别之前，请珍惜和朋友相

处的时光，这个夏天抓紧时间好

好见面吧！

该片由阿里影业可能制造、

工夫真言影业、星野影业有限公

司、东阳三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正夫影业有限公司、东阳清晨影

视有限公司出品，浙江微沐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工夫影

业（宁波）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

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发

行，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

公司 、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联合发行。

（赵丽）

◎新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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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曝光的片段中，洛枳因暗恋

着幼时有过一面之缘的盛淮南，为

了在排名表上接近他而埋首苦读，

最终成为优秀学生代表致辞，在

领奖台赢得心上人的掌声。高中

时期的洛枳并没有因喜欢上优秀

的人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而是

清醒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优秀的

盛淮南并肩，站上他曾站过的位

置。当她以傲人成绩成为学生代

表宣誓时，说出了：“我不怕千万

人阻挡，我只怕自己投降。”这不

仅是对考生们的呼吁，也是对自

己的勉励，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好，

走入更好的大学，她才可以吸引同

样优秀的盛淮南。

据悉，电影《暗恋·橘生淮南》

自端午档上映以来票房排名、口碑

评分遥遥领先，被称为“毕业季最

适配爱情电影”。影评大号“吐槽

电影院”发文支持：“暗恋的美好，

不仅在于心动的瞬间，更在于，因

为喜欢一个人，而不知不觉变成了

更好的人，这是电影最值得称道的

精神内核。”正值高考季，片中洛枳

与盛淮南的故事便是对考生们的一

份激励，在青春时代把喜欢放在心

里，努力追随心上人的脚步，当洛枳

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的优秀，便自然

会吸引对方的目光，她也因这份清

醒和骄傲被誉为“暗恋天花板”，鼓

舞着众多暗恋中的少男少女。

《暗恋·橘生淮南》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微峰（上海）娱乐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人间指南影业有

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

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微峰小花

（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津猫

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上

海伟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人间指

南（上海）影视发行有限公司、浙江

联瑞木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

合瑞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北京朝阳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人间指南影业有限公

司、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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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季必看”爱情电影《暗恋·橘生淮南》发片段

票房口碑领跑鼓舞暗恋少年少女 《
一
周
的
朋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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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宫词》

讲述秦末汉初，秦王朝派遣赵佗

南下征战百越。赵佗追悔自己的杀

戮行为，转而为民折剑，罢战求和，最

终融合汉越民族，成为南越王，为南

越营造了一段和谐发展的光辉历史。

上映日期：6月9日

类型：戏曲

导演：马崇杰

主演：欧凯明/李嘉宜

出品方：中影股份/广州市广播

电视台/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

发行方：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

《镜世界》

对镜子有心理阴影的少女姗

姗，受镜中不明事物惊吓不省人

事。姐姐为唤醒弥留的妹妹，参加

一个能进入沉睡者脑中意识空间的

恐怖实验……

上映日期：6月10日

类型：惊悚/悬疑

导演：袁杰

主演：罗翔/苏小妹/曾漪莲

出品方：北京中广传奇影业/永

康基点影业/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

发行方：北京基点影视文化传媒

《侏罗纪世界3》（美）

故事的开篇设定在纳布拉尔岛

被摧毁的四年后。如今，恐龙在世

界各地与人类共同生活、共同捕

猎。这一脆弱的平衡将重塑未来，

并最终决定人类能否与史上最可怕

生物共享这颗星球，并继续站在食

物链的顶端。

上映日期：6月10日

类型：科幻/冒险

编剧：科林·特莱沃若/艾米丽·

卡迈克尔等

导演：科林·特莱沃若

主演：克里斯·帕拉特/布莱丝·达

拉斯·霍华德/山姆·尼尔/劳拉·邓恩

出品方：环球影片

发行方：华夏电影/中影股份

《天才计划》（英/澳）

机械天才蒂姆·詹金搭档好兄弟

史蒂芬·李秘密组建越狱行动队，上

演了一场令人窒息步步惊心的精巧

越狱大秀……

上映日期：6月10日

类型：剧情/悬疑

编剧：弗朗西斯·安南/L·H·亚

当斯等

导演：弗朗西斯·安南

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丹

尼尔·韦伯/伊恩·哈特

出品方：英国足印影业/澳大利

亚极光影业/英国梅普资本

发行方：中影股份

本报讯 近日，《侏罗纪世界3》发

布主演特辑，两大主演盛赞本片“专

为 IMAX 体验而生”，与观众相约

IMAX影院共同体验今夏视听盛宴。

作为全系列的深度参与者，两

大主演“帕帕”克里斯·帕拉特、布

莱丝·达拉斯·霍华德力荐 IMAX
是欣赏本片的绝佳选择。在帕拉

特看来，《侏罗纪世界 3》“就是为

IMAX 体验而生”的“前所未见的视

觉奇观”，对于这样的视听盛宴，

“一定要选择当今卓越的电影科

技，一定要去看 IMAX 版”。

帕拉特也以贯穿三部曲的“明

星”迅猛龙布鲁为例解读 IMAX的升

级体验：“在 IMAX银幕上，迅猛龙布

鲁看上去尤为美丽、栩栩如生，令人

恐惧也令人着迷，你将能够看清它面

部和身体的每一个方寸间都包含了

精巧复杂的细节，非同一般。”霍华德

也认为《侏罗纪世界 3》属于大银幕，

而相比而言，“唯一比普通影院体验

更棒的只有 IMAX观影体验。”

（花花）

《侏罗纪世界3》发IMAX特辑

本报讯 由中国三大史诗之一《格

萨尔》改编的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

炼》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发布首张海报，

海报中格萨尔王驭马腾云，气势非凡，

呈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热血少年模样。

《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千年以来一直通过行走在高原的《格

萨尔》传承人诵歌吟唱，直至近代才整

理了文字。它所包含的不仅是“格萨

尔王”的事迹，更是多个民族历史、文

化的记忆，是藏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

化经典，是我国西北多民族共同的精

神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格萨尔》于2006年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列入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讲述

了在妖魔纵横的远古，少年觉如（格萨

尔）由于叔叔晁通地陷害，被迫和母亲

一起漂泊离开家乡。在黄河下游，觉

如团结各部族共同抵抗魔族入侵，并

建立了新的家园。当觉如得知了家乡

岭部正在遭遇灭顶之灾时。他不计前

嫌，依然帮助岭部人民一起面对危机，

少年觉如的英雄之路也由此开启。

导演路奇在被问及制作《格萨尔

王之磨炼》的初心时，表示“中国人要

有自己的英雄”。35年前他远赴西藏，

途中在德格印经院第一次见到木版印

刷的格萨尔王，自己就被英雄的故事

所震撼，在了解了更多的格萨尔王相

关“唐卡”之后便产生了将这个故事搬

上大银幕的想法。

《格萨尔王之磨炼》由中央网信办

网络传播局指导，中共西藏自治区委

员会宣传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联

合摄制，北京华晟泰通传媒投资有限

公司、峨眉电影集团公司、五洲传播中

心、北京太河影视艺术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少年派影业无锡有限公司、北京

星宏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西藏自

治区电影公司、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新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天环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霍尔果

斯少年派影业有限公司、北京麦基影

业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2022
在年大银幕与观众见面。 （杜思梦）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首发海报

本报讯 近日，抗日战争电影《绝

地防线》宣布定档 6 月 12 日，上线视

频平台。该片根据苏村阻击战改编

而成，将那段革命历史再现屏幕，以

此致敬抗日先烈的英雄事迹。影片

由王利兴导演，王挺、王韬、矢野浩

二等出演。

《绝地防线》筹拍工作耗时三

年，于 2021 年正式杀青，本片不仅是

纪念苏村阻击战 80 周年的缅怀之

作，更是在激励人民不忘国耻，警钟

长鸣。影片故事原型取材于苏村阻

击战。1941 年 1 月，八路军第 115 师

教导 3 旅特务 3 营接到指令，为掩护

鲁西军区行署机关的安全转移，将

在苏村阻击数倍于己的日本精装部

队。最终，包括营长钟铭新在内的

126 名战士壮烈牺牲，为军区机关和

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鲁西抗战史上留下了色彩浓重的

一笔。

《绝地防线》集结了从刑警“跨

界”到演员的王挺，参演过众多军事

战争题材的王韬，以及矢野浩二等

众多实力派演员。每个人对角色的

诠释都拿捏到位，王挺这次本色出

演硬汉营长钟大炮，他深知弹药就

是生命，为了战士们处心积虑筹措

弹药，甚至不惜上演了勇闯参谋部

明抢弹药的戏码。

（影子）

《绝地防线》定档6月12日上线

本报讯 由袁杰执导，苏小妹、罗

翔、曾漪莲、高晨琳等演员倾情联袂

出演的电影《镜世界》将于 6月 10日

在全国公映，新版预告片首次曝光。

此次曝光的预告片以几个女生

一起探险古宅拉开序幕。她们意外

发现传说中的“古镜”，并对着古镜

举行了直播占卜游戏，其中一个女

生似乎被某种未知力量侵入昏迷不

醒，误入镜中世界。

《镜世界》将多维意识空间、人

性弱点、民间风俗等元素完美搭

配，并以超强攻心的方式充分发挥

所有元素背后的细思极恐以及刺

骨寒意，通过人们耳濡目染的民间

传言调动内心与全身恐惧，每一帧

视听画面都将贴近于真实的“灵

异”落到实处。

（花花）

《镜世界》定档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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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片段，洛枳在高考前因暗恋

学霸盛淮南，拼尽全力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站上曾属于

盛淮南领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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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午档实现

口碑、票房全面领跑，正在热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