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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

剧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杨恩又

特别介绍出演，王戈特邀主演，刘陆、

罗京民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正在

热映中。片方近日释出“种星星的

人”主题海报，种星家族四人重整上

天堂殡葬店，欢喜迎接新生活。

《人生大事》讲述了殡葬师莫三

妹（朱一龙 饰）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

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杨

恩又 饰），小文的出现，意外地改变

了他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今日发

布的海报中，种星家族四人在共同经

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后，

三哥、建仁（王戈 饰）和白雪（刘陆

饰）终于蜕变为真正的殡葬师，怀着

“圣人心”尊重生命渡逝者走完最后

一程。而小文的加入，更是激励三人

重拾对生活和职业的热爱，这个独特

的殡葬家庭决心携手开启新篇章。

该片上映后口碑持续升温，有观众动

情地说：“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一群种

星星的人，他们护送逝者从此世去往

彼世。这一趟看似是服务逝者，实则

在抚慰生者，希望大家对这一行业尊

重且抱有感恩。”

《人生大事》在上映后好评度与

关注度持续攀升，猫眼和淘票票评分

均达 9.6,微博评分 9.0，知乎网友推荐

度达 91%，豆瓣评分则高达 7.5，引起

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讨论，有业内人

士感慨：“这是童话故事在现实主义

环境下的一种变形，也是当下中国电

影最需要的那种类型片，它通过解决

矛盾的过程彰显了角色童话般美好

的人性闪光点！” （影子）

《人生大事》发布“种星星的人”海报

本报讯 6 月 24 日，新型开放式

社交平台 Soul App 出品的电影《地

瓜的冰激凌》正式上映，带领观众

一同奔赴奇妙的童年寻心之旅，回

到最初的美好。

《地瓜味的冰激凌》由王翀导

演，王啸坤、张艺瀚领衔主演，蒋宝

英、胡莎莎、吴晨烨特别出演，主要

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和探索

自然的故事，通过小主角 biubiu 的

暑期经历，带着每一位观众重温了

成长过程中通过亲情与友情追寻

爱与救赎的记忆。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虽然讲述了一群孩子的故事，

但融入了很多 80 后和 90 后的童年

回忆。因此，这部电影不仅送个孩

子们，也献给每一位成年人。

“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人童年的

影子，是写给每一个人童年的一封

情书。”导演兼编剧王翀说，“我希

望把美好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呈现

给大家。原本，就是干净、通透和

童真，孩子的视角更能表达美好和

本心。”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王祖蓝、蔡卓

妍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只属于我

们的一天》上线视频平台。影片讲

述了身患“渐冻症”的城市速写画

家马赛克（王祖蓝 饰）在病情彻底

恶化前，鼓起勇气向自小暗恋的小

学同学神仙鱼（蔡卓妍 饰）表白，

二人就此成为“一日情侣”，展开情

感羁绊的浪漫故事。

影片中，王祖蓝细腻又充满层

次感的演技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如何演好一个渐冻症患者，对王祖

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前

期的准备过程中，他不仅查阅了很

多相关资料，还找到“渐冻人协

会”，去进行访问甚至是和他们一

起生活，了解他们的状态。通过这

样的方式走进角色的内心，将自己

融入到剧情中，力求自然真实地演

绎出渐冻症患者对抗人生意外的

真挚情感。

（花花）

本报讯 由 B 站联合坏猴子影

业，共同打造的《大世界扭蛋机》系列

电影短片于6月23日起正式开播，每

周四晚18：00在B站全网独播。

首周上线的“明日之后”四部科

幻电影短片，故事背景都发生在未

来。由徐磊执导的《地球最后的导

演》，以戏谑的口吻讲述了电影艺术

消亡的未来世界里，两名老骥伏枥的

导演之间的荒诞趣事。由曾赠执导

的《你好，再见》，构建了一个人与人

的沟通被极度压缩的冰冷世界。《杀

死时间》由温仕培执导，探讨物质基

础极度充裕的未来，人类将如何填满

空虚的精神世界。《一一的假期》由吴

辰珵执导，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

了高度追求效率的未来社会里，一个

小家庭的挣扎与抉择。

上线后，《大世界扭蛋机》迅速在

年轻观众群体中引发热议，特别是年

轻化的创作态度与多元化的表达方

式，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有观众

点评称，“年轻团队作为‘明日之后’，

用碎片书写拼贴、戏仿所形成的后现

代互文性，悲观中有拯救，冰冷中有

温度”、“年轻导演的表达细腻且引发

共情，喜剧、荒诞、青春，内容丰富情

感丰沛”。还有观众表示，四部短片

尝试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观照现实生活，传达出真诚的希望

和动人的力量。

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及其包涵的

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

统。“明日之后”主题电影短片中，《地

球最后的导演》探讨消失的艺术，《你

好，再见》聚焦社会性失语，《杀死时

间》放大当代人的空虚感，《一一的假

期》关怀社会老龄化、科技与人的关

系……四位青年导演在创作中很好

地兼顾了想象与现实的平衡，在天马

行空的想象背后，也蕴含着对现实的

思索与深切观照；在关注平民叙事、

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

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

追求。

作为“明日之后”四部短片的监

制，导演宁浩表示，“明日之后”的科

技感很强，但其实考虑的并不是科

技，而是关系到人的处境，关系到对

于人类自身处境的想象，以及在这些

想象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性。

“艺术创作一直都是围绕人来进

行思考，而不仅仅是说科技讨论，我

觉得这个也是此次参与项目的导演

的一些特点。”宁浩认为，短片会与青

年导演碰撞出更大的火花，“短片是

青年导演去寻找自己创作语言方式，

也可以更发挥更多的想象力。”

近年来，宁浩在创作了《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疯狂的

外星人》等作品的同时，一直致力于

青年导演的扶持与培养。他于 2016
年发起的“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

先后推出了路阳导演的《绣春刀·修

罗战场》、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

神》、申奥导演的《受益人》等多部佳

作。《大世界扭蛋机》延续了“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精神，B 站联合坏猴

子影业战略性升级打造“bilibili×坏

猴子影业之73变青年导演计划”，共

同打造扶持青年导演而打造的短片

电影厂牌，为新生力量提供创作土壤

与展示平台，实现新世代创作者与观

众的双向奔赴。

据悉，这次《大世界扭蛋机》共有

“13+N”部短片，主题各有不同。而

第N部短片与导演，将以“隐藏款”的

彩蛋形式在第四周解锁。“明日之后”

播出后，还有“成长之前”、“爱情之

上”、“青春之下”三个主题的电影短

片也将陆续上线，以多种无畏表达，

切中社会多个侧面，而且“扭蛋机”里

装着无限可能。 （影子）

《大世界扭蛋机》系列短片上线
全新视角多元表达直击年轻观众

《你是我的春天》

倔强的人为了爱人奔走在空城，

讨血汗钱的农民工巧合下驰援武汉，

抗疫前线的人们除了顶着高压还要

学会告别，后方阵地的社区工作者照

顾居民却把风险留给了自己，平时疏

于交流的父子也被迫日夜相处……

总有一些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但也

总有一颗治愈的种子在人们心中生

根发芽。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

编剧：袁媛/周楠/张弛/刘伯翰/尚

城君等

导演：周楠/张弛/田羽生/董越/饶

晓志

主演：周冬雨/尹昉/宋小宝/潘斌

龙/王景春/赵今麦等

出品方：中国电影出版社/万达影

视/武汉文化投资发展集团等

发行方：天津猫眼微影/万达影业

《珠峰队长》

每天生活两点一线的白领、卖掉

自家小店的店主、背负沉重KPI的销

售 、在 成 功 与 失 败 间 挣 扎 的 创 业

者……八个普通人，带着各自的故事

与梦想，在民间专业高山向导、队长

苏拉王平的带领下，踏上了憧憬已久

的珠峰之旅……

上映日期：7月2日

类型：纪录

编剧：苏拉王平

导演：吴曦

主演：苏拉王平/泽勇/崔舟萍/小

溪等

出品方：四川省攀山影视文化

发行方：大象点映

《来自异乡的女人》

一个四川籍俊俏的女人，来到太

行西部山区为病故的丈夫讨要薪水，

不料在西山村碰见三个无依无靠孤

苦伶仃的孩子，阴差阳错来到这个家

担当起母亲的职责……

上映日期：6月28日

类型：剧情/家庭

导演：吴松涛/饶仿

主演：刘童/李立

出品方：河北众恒文化传媒

发行方：北京全盛世纪影业

《地火》

该片讲述生于四川威远的罗世

文自幼品学兼优，从海外学成归来立

刻投入到革命的大潮中去，带领四川

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奋战到底的故事。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战争

编剧：王晨/徐耿

导演：徐耿

主演：赵波/赵梦迪/岳红

出品方：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发行方：威远县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我的青海》

影片反映了援青干部人才在青

海的切身工作感悟和“一次青海行，

一生青海情”的感人情怀。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伟国

主演：单宝中/鞠可儿

出品方：青海省电影发行放映有

限责任公司等

发行方：青海华语重音文化传媒

《只属于我们的一天》全网上线

《地瓜味的冰激凌》展现美好的童年

本报讯 近日，由刘亦菲、陈晓等

主演的热播剧集《梦华录》，自开播以

来不断收获观众的关注与好评，豆瓣

开分 8.3分，最高达到 8.8分。随着剧

情的深入，观众们对剧集投以更多热

情，对主演的喜爱度更是与日俱增，

社交平台上观众对于“加更”的呼声

也越来越大，这些声音也再次将用户

的多元娱乐需求推到了台前。6月23
日，腾讯视频宣布将于 26 日推出《梦

华录》大结局点映礼，以满足更多观

众的多元化观看需求。消息一经官

宣，就有很多网友大呼“过年了，感谢

鹅安排的公费团建”；“我竟然能和剧

中人一起追剧”……

6月 26日，腾讯视频《梦华录》大

结局点映礼在“录人”的期待中如约

而至。直播活动中，刘亦菲、陈晓、柳

岩、林允、徐海乔等多位主演通过现

场参与或线上连线的方式重聚“永安

楼”，讲述幕后创作故事、参与游戏互

动，并陪伴录人们观看最后 8 集内

容。作为腾讯视频对内容服务方式

的一次创新升级，点映礼直播通过主

演团的欢乐互动与真情流露，迅速营

造起全员团建的氛围以及共赴大结

局的仪式感。

此次直播活动，青年琵琶演奏家

夏雨言开场带来《梦华录》主题曲演

奏，一秒带领所有录人“入梦”，还现

场科普琵琶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茶

百戏的专家莫洪艳登台，为观众讲解

茶百戏历史，并现场表演茶百戏，主

演团参与互动学习点茶技艺，互动场

笑料百出；随后开启的陪看环节，主

演看剧时的实时反应，为“录人们”带

来了更具陪伴感与新鲜感的全新观

剧体验。

基于平台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

察，这场专为“录人”打造的直播“派

对”，在保证会员与非会员可以保持

原有更新节奏追剧的同时，以定制化

服务为用户增加了个性化观剧的可

选项，也展示了腾讯视频在内容运营

与用户需求满足上的响应速度与创

新能力。

这次《梦华录》大结局点映礼，依

托于云端技术优势，在此基础上开展

“艺人陪看”等新的尝试，通过这样的

形式拉近了主演团与观众的距离，激

发观众的参与和互动热情，让观众能

够直播中了解更多拍摄中的故事，从

而获得沉浸式观看体验。此外，这个

活动也满足了部分“求剧心切”的观

众，不少观众表示，“圆梦了”，“随份

子来了”，“舍不得舍不得”，“笑得颧

骨都累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对影视内

容和相关活动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梦华录》大结局点映礼这一创新模

式是以充分尊重用户多元消费需求

为出发点的具体实践，其陪伴感为观

众带来情感归属。它的受欢迎程度，

也为其它影视剧周边活动的进行了

有益探索。用户一直在变化，只有不

断迭代的服务模式快速回应用户的

声音，才能真正留住用户，激发出精

品内容的价值。

（赵丽）

《梦华录》大结局点映礼“陪你入梦”

视频平台用户服务新探索获好评

本报讯 国 产 科 幻 动 画 电 影

《冲出地球》宣布定档 7 月 16 日。

影片释出定档海报和预告，展示

“被封锁”的地球，并以“少年冲破”

为核心，给予当下年轻观众力量。

作为彩条屋影业继“中国神话系

列”（《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

牙》）后全新力作，《冲出地球》历时

六年筹备制作。

作为一部科幻动画电影，影片尝

试在众多神话题材中“杀”出一条路；

为完成科幻题材的“冒险”，该片集结

上千动画人六年打磨。从预告可以

看出，影片以“冲破封锁”为核心，传

达出“少年不论结局，只管冲出去”的

热血态度。

除了首次尝试“科幻”的挑战，该

片更突破性挑战“二维（手绘）动画大

片”。据悉，影片改编自动画剧集《星

游记》，原作因超高口碑，成为里程碑

式的“热血国漫”。

（花花）

国产动画电影《冲出地球》
定档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