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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一周的朋友》

胜华高中的复读班上，新来了一

个转学生林湘之，她文静聪明却总是

孤独一人。为了帮助这个孤独的女

孩，四个人组成了“末日生存”小队不

断为她创造惊喜和属于他们的记

忆。殊不知，林湘之的疾病背后却有

个更悲伤的秘密……

上映日期：6月18日

类型：剧情/青春

编剧：吕安弦

导演：林孝谦

主演：赵今麦/林一/沈月/沈家辉

出品方：阿里巴巴影业/拉萨工

夫真言魅客影业等

发行方：淘票票影视/阿里巴巴

影业

《云霄之上》

在战争废墟的慷慨悲歌中，年轻

的红军战士洪启辰接到军令，必须在

48小时内炸毁敌人的弹药库。时间

一分一秒过去，任务似乎越来越不可

能完成。有人因为信仰而选择坚持，

有人忠于使命而毅然牺牲。

上映日期：6月17日

类型：剧情/战争

编剧：周佳鹂

导演：刘智海

主演：陈伟鑫/吴嘉辉/聂劲权/应

林坚

出品方：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美术学院

发行方：东阳首嘉影视文化

《黎乡遇见你》

邱启辰三兄弟机缘巧合来到

海南黎族红山村，对美若天仙的黎族

姑娘阿雅一见钟情。为博得阿雅的

欢心，三人绞尽脑汁却闹出了一出又

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上映日期：6月17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郑洋

主演：周路/陈雅静/乐轩/张玉龙

出品方：海南椰云数字影视动漫

有限公司等

发行方：东方稻田文化传媒

《绿茵之外》

淹没在小城市里的马陆与马锋

是一对互相抗拒又彼此相爱的父

子。一场即将到来的足球决赛让他

们携手反思各自的内心和人生。

上映日期：6月17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郭志荣

导演：郭志荣

主演：韩少波/安达/李俊小/杨图

娅/桑思尔

出品方：北京正午东方影业

发行方：北京正午东方影业

《杰米拉》

放弃了原本富裕的家庭生活，挑

起了村书记的重担，无私无畏的杰米

拉带领各族群众，让贫穷落后的盖买

村成为伊犁河畔的一颗明珠。

上映日期：6月17日

类型：剧情

编剧：王安润/程彤

导演：王一岩/王楷若

主演：郑卫莉/张永庆/阿依古丽·

阿不都拉

出品方：新疆世纪山河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发行方：谷泰映画

《焚情》

原本家庭幸福的医生林远志突

然陷入出轨的恐慌与焦灼，整个家庭

陷入各种不可知的致命危险中……

上映日期：6月18日

类型：惊悚

编剧：黄子桓

导演：刘伟恒

主演：郑嘉颖/陈静/朱晨丽/罗兰

出品方：上海鸣艺文化传媒

发行方：北京国影纵横

《归路》

江州救助站工作人员刘斐在帮

助流浪者老梁寻找儿子的过程中，

共同弥补解决老梁曾经犯下的错

误，令老梁重新感悟人生真谛，并领

悟到他与父亲一直存在的中国式父

子问题……

上映日期：6月19日

类型：剧情

编剧：宗那娜

导演：张馨

主演：康爱石/王桂峰/孟祥亮/苑乔

出品方：日照梦客影业/北京梦

客智造文化传媒等

发行方：日照梦客影业

本报讯 近日，传记电影《鸠摩

罗什》在深圳沙井清平古墟影视小

镇举行开机仪式。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

家之一，一生共译经文 74 部 384 卷，

这些翻译而来的经书不仅大大促进

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对亚洲佛教

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鸠摩罗什大

师本人不仅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

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西文明互

鉴 使 者 ，更 是 开 创 民 族 团 结 的 先

驱。泰戈尔有句名言：“使生如夏花

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话

正是鸠摩罗什大师一生的真实写

照。

发布会当天，电影《鸠摩罗什》编

剧史壹可，监制张进战，新锐导演王

丹，主演蒲巴甲、王劲松等主创一一

亮相，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特邀开幕嘉

宾文夭夭到场致辞。 电影出品人郑

广洲，影视策划人黄甲太，总制片人

符旦婵与所有主创人员一同亮相，凤

凰网华人佛教频道主编崔明晨等嘉

宾也莅临现场。

据了解，为使片中人物更加贴

合历史，青年演员蒲巴甲、“老戏骨”

王劲松分别阐述了对剧中人物的理

解。蒲巴甲表示，与其以往的角色

相比，饰演青年时期的鸠摩罗什最

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使自己平静，因

为鸠摩罗什大师点滴皆是感动，他

的伟大无法用言语描述，希望自己

能在创作中，能找到与鸠摩罗什大

师共鸣的灵感。王劲松也表示，此

次在片中饰演的角色与其曾饰演过

的其他角色有所不同，所以需要以

更虔诚的心态去面对。在影片中饰

演龟兹公主阿末儿的青年演员骆文

博也通过 VCR 转达了自己的祝福。

发布会现场，电影《鸠摩罗什》

剧组首发概念海报，整幅海报以黑

白两色为主，无边大漠幻化成一片

书海，鸠摩罗什大师于书海之上伏

案译经，主题内容传递简洁而清晰，

同时暗含着鸠摩罗什大师对佛学的

参悟以及为后世所作贡献犹如大海

般浩瀚无边。

据影视策划人黄甲太透露，为

提升影片观感，主创团队一行曾多

次分别前往鸠摩罗什的出生地龟兹

（今新疆库车市）、东进路上，鸠摩罗

什为爱驹所立的敦煌白马塔、鸠摩

罗什生活了 17 年的凉州城（今武威

市鸠摩罗什寺）、国立译经场长安草

堂寺（今西安草堂寺）等多地考察地

貌建筑，感受人文风情，并向甘肃武

威鸠摩罗什寺高僧理方法师求教，

力争最大限度还原彼时景象。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着重于历史

时代背景，表现他在命运的重要时

刻做出的重要抉择、他以极大毅力

和愿心从西域来到长安，促进西域

和中国内地在文化、艺术、宗教和语

言学术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

在翻译学领域的筑基开源之功。

甘肃省电影局、甘肃省电影家

协会、深圳市相关文化单位，以及国

内诸多文化单位、文化企业均对电

影开机发来祝贺与寄语，并对影片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鸠摩罗

什》由深圳市正法影业有限公司、甘

肃丝旅艺境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上

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可莱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预计 2023 年上映。

（赵丽）

本报讯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将

于 7 月 1 日全国上映，预售现已开

启。影片近日发布了群星“打 CALL”

特辑和“致你”版单人海报，海报定

格了 17 位主演同时也是 17 种角色努

力生活的真实瞬间，而特辑中贾玲、

章子怡、肖央、张子枫、黄晓明、陈宝

国、梁静、于谦、尹昉、曾梦雪、杜江、

姚晨、沈腾、徐峥、靳东、朱一龙、张

国立（按出场顺序）纷纷为“春天”

“打 CALL”，在全国各地向观众发出

邀约：春天种下的心愿，现在就要实

现它。

在这支群星“打 CALL”特辑中，

十数位实力演员以颇具仪式感的方

式向观众发起“看春天”的邀约：章

子怡手持一束盛开的百合花，朱一龙

举着一束绽放的雏菊，于谦则拿着一

束红玫瑰打趣道“感觉到了春天的气

息”。《你是我的春天》将寓意新生的

“春天”作为片名，正是想替观众将

希望感封存保鲜，同时也平实的视角

记录着普通人之间的彼此守望。对

此陈宝国推荐道：“这个片名取得

好，这个题材抓得好。”除了推荐影

片，他们也与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愿

望，参演本片的实力演员尹昉和曾梦

雪，以及徐峥、沈腾杜江等观众熟悉

的知名演员不约而同地表示“想请

‘你’喝茶，请‘你’看花，和‘你’一起

看《你是我的春天》”，相信这些心愿

也呼应了很多观众的心声：和久违的

亲朋见面，和久违的美好景致见面，

也要和久违的电影见面。

正如演员张国立所说：“生活还

在 继 续 ，美 好 的‘ 春 天 ’就 在 身

边。”——有希望生长的地方，就有春

天仍在延续的痕迹！不如把彼此陪

伴度过困境的人存进心里，7 月 1 日，

携手看一场温情满满的“春天”吧！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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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片段及剧照，大学时

期的洛枳以高中时天台墙上《岁月的

童话》里的台词为暗号，终与盛淮南心

动相认；剧照中，洛枳与盛淮南四目相

对，眼神聚焦瞬间甜度爆表。由黄斌

执导，张雪迎、辛云来领衔主演的电影

《暗恋·橘生淮南》票房已破亿，正在热

映中。

片段中，洛枳与盛淮南在大学重

逢，一次集体出游后，洛枳在返校途中

昏昏欲睡，盛淮南贴心地用手掌当缓

冲轻轻托住她的头。洛枳醒来发现了

盛淮南的细心呵护，试着对他说出高

中时天台墙上属于他们的暗号——

《岁月的童话》台词：“晴天，阴天，下雨

天，你喜欢哪一个？”当盛淮南满怀爱

意地回答“下雨天”后，他们用眼神确

认彼此就是多年前心动的那个人，悄

悄牵起了手。同步曝光的剧照中，洛

枳与盛淮南四目相对，心动瞬间无需

言语，洛枳轻靠在盛淮南肩头，柔情蜜

意尽收眼底。

影片上映以来，连续八日获票房

日冠，总票房破亿，备受观众欢迎。据

悉，该片上映后引发广泛讨论热潮，不

少观众盛赞片中营造的情绪氛围：“暧

昧的拉丝氛围我吹爆！妥妥的青春恋

爱，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影评人

不良生也在平台推荐道：“当双向奔赴

四个字已经听腻时，它终于玩出一点

新意——双向暗恋。每个人的暗恋回

想起来都是一部旷世伟大的青春史

诗。若云来，待雪迎，刚好我们都喜欢

下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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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

本报讯 电影《一周的朋友》近

日发布“谢谢你和我做朋友”特

辑。该片导演林孝谦讲述在创作歌

曲时的所思所想，歌曲演唱者田馥

甄也袒露自己唱歌时所记起的青春

回 忆 ，称 S.H.E 是 自 己 一 生 的 朋

友。影片根据叶月抹茶同名漫画改

编，由导演林孝谦执导、吕安弦编

剧，赵今麦、林一领衔主演，沈月特

别出演，汪佳辉领衔主演，将于 6 月

18 日全国院线上映，已开启预售。

在“谢谢你和我做朋友”特辑

中，导演林孝谦表示，“歌词是透过

主角林湘之的角度，来阐述整个故

事”。影片同名主题曲 MV 以主角

林湘之和几个朋友们之间的友情为

脉络展开，林湘之（赵今麦 饰）、徐

又树（林一 饰）、宋晓楠（沈月 饰）

和蒋吾（汪佳辉 饰）在成为朋友的

过程中，通过一次次互相帮忙和悉

心相处，感受到了青春的可贵。学

生时代的友情，是四个人一起学习

的天文教室，也是课间打闹的走

廊，简单轻松却也真挚热忱。而田

馥甄用足以抚慰心灵的声音来诠释

这首歌，也再合适不过。

“晴天我们一起去晒太阳，雨天

我们可以互相为彼此撑伞，这就是

友情的意义。”歌曲演唱者田馥甄

被电影中林湘之等人的青春故事所

打动，深情告白人生中最重要的朋

友——Selina 和 Ella，称两人为自己

“一生的朋友”。三人一起出道二

十一载，占据了彼此一大半的人

生，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三人之

间不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深厚感情，

也被大家津津乐道为“友情最好的

样子”。

在电影宣布 6 月 18 全国上映之

后，观众纷纷留言表示惊喜和开

心，称“可以在高考出分前好好观

赏电影”。也有大量网友在影片官

方账号评论区自发@好友提前约定

见面，“是好朋友的话就和我看这

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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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

司出品的动作冒险喜剧《迷失之城》

宣布正式引进，这部北美票房超 1
亿美元、全球票房近 2 亿美元的“爽

片”终于将与中国内地观众见面。

《迷失之城》围绕畅销书女作

家洛蕾塔（桑德拉·布洛克饰）和其

小说的封面模特艾伦（查宁·塔图

姆饰）展开。为了将这场惊险刺激

又爆笑浪漫的荒岛奇遇记完美呈

现，影片集结了超强阵容，可谓星

光熠熠。奥斯卡“影后”桑德拉·布

洛克担纲绝对女主，她在影片中大

秀喜剧功力，在高冷与搞笑两种模

式中任意切换。“肌肉硬汉”查宁·
塔图姆则化身战力虚弱的“傻白

甜 ”，这 样 的 反 差 萌 带 来 诸 多 笑

料。而当曾经无人不知的“魔法

师 ”变 成 如 今 心 狠 手 辣 的“盗 墓

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也将让观

众看到自己的另一种可能性。值

得一提的是，布拉德·皮特在影片

中的惊喜出演是一大亮点，长发飘

飘的他将贡献出炸裂精彩的动作

戏码，可谓引爆期待。

《迷失之城》在海外上映后，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北美市场斩获

1.04 亿美元票房，位列年度第七，全

球票房更是突破 1.85 亿美元。

该片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

品，桑德拉·布洛克、查宁·塔图姆、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布拉德·皮特

等出演。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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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玲沈腾朱一龙力荐电影《你是我的春天》

《暗恋·橘生淮南》发张雪迎辛云来心动片段

动作喜剧《迷失之城》确认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