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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产 IP“开心超人”上新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7月22日上映
《星汉灿烂》腾讯视频热播

“不完美角色”以成长愈人心

南吉系列剧《庭外》正式上线

本报讯 聚焦于法律案件与侦查

缉凶的律政悬疑剧《庭外》，自开播以

来，凭借抽丝剥茧、悬念感十足的剧

情，掀起一阵观剧热潮。剧中的司法

工作者们，为寻求案件真相奔走一

线，身陷险境，展现出他们捍卫法律

尊严与公平正义的时代坚守。而作

为本剧主演之一的南吉，也于近日正

式上线。剧中，她饰演一位思维缜密

的刑庭审判员方媛，助力烧脑“硬核”

剧情悬念升级。

在《庭外》中，南吉饰演的方媛担

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审判员 ，负责刑

事案件复核及有关审判指导工作。

干练短发与一身司法制服扮相引人

注目，也彰显着该角色所需秉持的敏

锐洞察力与刚正不阿的职业情操。

方媛是科班出身，从最初的法官助理

成长为法官，因工作缜密，被调派到

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在法庭

上，她善于“察言观色”，细致机敏，下

庭后却是个耿直开朗的“假小子”，她

爱穿工装裤、球鞋，热爱运动与美食，

十分鲜活生动，与工作中的一丝不苟

形成反差魅力。

“首先是大量看刑审案件，其次

在内心建立一种职业特有的自信与

沉稳。”南吉透露，为了演绎好审判员

的角色，她不仅向法官、律师等专业

人士讨教做功课，还亲临现场，旁听、

体验刑事法庭的紧张氛围，逐渐熟悉

法庭环境和开庭过程，最终“以角色

的身份感受自己的职业属性”。由于

方媛的多面性，南吉还在台词处理

上，增添了独特的幽默感，将“虎里虎

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电影局主

办，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电影行

业协会共同协办，南方都市报社、南都

娱乐公司承办的“2022 广东优秀电影

观影推介会之动画电影《开心超人之

英雄的心》推介会”在广州塔金逸影城

举行。

导演黄伟明与现场观众进行深度

交流，分享了电影制作背后的趣事。

他表示，从有想法到电影真正与观众

见面，《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用了三

年时间。“从剧本创作到初期建模再到

后期制作，主创团队将电影修改了很

多次，改到后面，团队有人说，不能给

导演看了，又要改了，我们就要交片

了。”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讲述了一

个勇敢追寻自我、面对自我的故事。

在一年一度的星星球科技展上，一颗

蕴含超强能力的能量石被怪兽抢走。

危难之际，开心超人联盟集结出击，却

不慎失去超能力。但失去超能力的超

人们仍然没有放弃，为了守护星星球，

他们踏上了夺回超能力的道路。

黄伟明表示，他想通过这个“失去

超能力的故事”，传达一个理念：“其实

每个人都可以是超人，虽然没有超能

力，但只要有超人的心，你就能战胜困

难。”

电影在制作和内容上进行了升

级。在制作上，主创团队从零开始将

二维影片升级成更具大片感的三维画

面。在故事上，《开心超人之英雄的

心》讲了一个更完整的找寻自我的故

事，也加了更多幽默成分：的士司机说

着一口爽朗的东北话、信心超人从万

人迷变成群演、曾做出黑暗料理的甜

心超人参加了厨神争霸……这些幽默

场面在现场引发了不少笑声。

在全面升级的同时，影片也保留了

一些经典部分。如《开心超人》原版配

音刘红韵、邓玉婷、严彦子、祖晴、高全

胜、苗浩生、李团、胡严彦、李薇薇等在

影片中全面回归，瞬间拉满童年回忆。

黄伟明还透露，这部电影的出现

有赖于大湾区动漫 IP市场的成熟与发

展。“广东动漫市场里活跃着不少著名

的 IP，大家虽然是竞品，但一直保持着

良性的竞争关系，我们也与香港、澳门

的不少动漫人一直有联系，他们一直

在分享一些好的动漫经验，我希望广

东动漫市场能出现更多好的建议和好

的作品。”

对于电影中印象深刻的场景，现

场的小影迷也争先恐后地举手分享。

有小影迷表示最搞笑的场景是“章鱼

厨师打比赛忙到手打结”，有小影迷说

最感人的片段是“粗心超人和开心超

人见面”，还有小影迷表示最喜欢开心

超人，“因为他非常勇敢！”

除了小影迷，现场也有不少家长

是系列动画的影迷，他们以前是自己

来看动画，如今带着孩子来。一位开

心超人系列动画“长情粉”也来到了现

场，“我很开心，看完电影找到了以前

看 tv时的快乐，我从高二就开始看了，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说。（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电影《龙女孩》在佛

山顺德举办影片首映礼。在首映礼

上，导演制片等主创深情揭秘了影片

幕后蕴藏的对李小龙先生的种种致

敬；历时3年《龙女孩》主创再次回到拍

摄过的热土。

李小龙出生在佛山市顺德区均安

镇。《龙女孩》将首映礼设立在佛山顺

德，是一次对李小龙的完美致敬。片

方于当日同步发布了一张融合中印两

国风情的海报，整体手绘海报以充满

活力的高饱和色为基调，在极具印度

风情的街道上，两只中国传统舞狮顾

盼生威，背景处漫天彩纸飞舞，好像是

欢庆着胜利一般。而在画面的正中

央，便是飞起一脚的“龙女孩”普加，她

凌厉的招式仿佛要跃出画面，极具动

感，细看之下更是像极了李小龙的腾

空飞踢，充满致敬意味。

影片中，龙女孩普加的男朋友给

予了她最大的惊喜：她梦寐以求的朝

圣之旅。二人不远千里地跨越印度洋

来到了普加心目中的圣地——被誉为

“功夫之乡”、“武术之城”的佛山。而

在佛山市均安镇的李小龙乐园中，男

友掏出钻戒，在世界最大的李小龙塑

像前向普加跪地求婚，让在场的女性

观众内心直呼浪漫，男性观众也频频

点头表示“学到了”。

在映后交流环节，观众积极踊跃地

向导演提出各种问题。有观众问道：“为

什么当时会选择中国和印度联合制片，

包括演员阵容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导

演刘静说，因为他和本片的印度导演都

是致爱李小龙的“龙迷”，而他本人更是

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就会观看《唐山大

兄》、《精武门》等影片，来自李小龙的精

神从内心涌出一股力量，无惧挫折。而

本片选用何椰子、石天龙等主演也是为

了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货真价实。

本次首映礼在观众的激赞声中圆

满落幕后，却依旧有一个观众提问，值

得细细品味。有一名看完影片后热血

难耐的观众激动地提问道：本片是否

会拍系列片？主演石天龙答道：我们

当然期望《龙女孩》会像黄飞鸿系列一

样，出现多部系列续集。然而能否出

续集的关键，却掌握在观众的手中，如

果观众能用自己手中的电影票进行投

票，能为优秀影片贡献票房，那么《龙

女孩》可能不止有一部。

总制片人吴静说：《龙女孩》是一

次跨国合拍，这不仅意味着女性精神

力量的崛起，更是透过与印度的合拍

传递一种来自李小龙自强不息的精神

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是一部疫

情影响下来之不易的影视作品，希望

在大家的支持下《龙女孩 2》继续与国

际合拍起来，中国文化向国际走起。

自己更希望中国电影市场好起来，中

国电影人能够拍摄更多含有中国文化

的电影走向世界。

《龙女孩》已于 7 月 15 日全球公

映。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吴家凯执导，张智

鸿联合执导，周依然、吴念轩领衔主

演，汤加文、翁楚汉主演，吴彦姝、张歆

艺、袁弘特别出演的青春爱情电影《一

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宣布定档 7 月 22
日。影片终极预告与终极海报已于近

期曝光，首度揭开青春爱情清甜之外

的酸涩一面。

终极预告中，童知了终于鼓起勇气

准备向喜欢四年的顾彬表白，却被一句

“我们是好朋友”突兀打断错愕流泪，令

每个有过“喜欢却得不到回应”的人都

能感同身受。而预告所展现的两人相

处的甜蜜，证明“喜欢”这颗种子在两人

心里都扎了根，只不过“喜欢在男孩身

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与“孤

勇”的童知了相比，顾彬因种种缘由、种

种顾虑无法回应这份喜欢，也似乎要将

两人推往遗憾的结局。

此外，预告中童知了一句“我也希

望自己的坚守，能被温柔以待”，说出

现实生活中每个女孩的心声，顾彬“我

想和你一起再多走一段路”，也是每个

身处爱中的男孩的心愿。即使有争

执，有悔恨，但也不负这份真挚的喜

欢。而预告最后，童知了还是说出了

那句“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但两人

酸涩的爱恋最终走向如何？静待影片

上映正式揭晓。

在释出的终极海报中，蓝色调的背

景忧郁满点，两人表情失落分别占据画

面上下部分，隔空相望道尽无奈。而画

面中的暖色调则为两人的遗憾涂抹亮

色，即使最终面临分离，曾有过的甜蜜

和互相的牵挂也都不可磨灭。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由九洲音

像出版公司，超娱影业（佛山）有限公

司，超娱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以“独立电影的新声”而蜚

声世界的纽约独立电影节日前传来喜

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 95 后华人新锐

电影人安键豪的短片作品《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获得了该电影节 2022 年最

佳短片奖的提名。

安键豪出生于 1998 年，毕业于普

瑞特艺术学院电影制作专业，目前在

纽约从事电影编导及制片工作。他所

创作的故事常常从社会及人性中寻求

灵感，其作品曾多次入围过世界级电

影节，包括圣丹斯电影节、威尼斯电影

节、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伦敦国际电影

节等。

据了解，安键豪亲自创作了《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的剧本。他从自己在

异国他乡的求学和生活的切身经历，

以及一些海外华人的真实故事中获取

了创作灵感，并通过对诸多现实人物

的采访和交流，最终创作出这部“令人

为之共情”的短片剧本。

在谈到该片创作过程中角色转换

问题时，安键豪坦言，正是因为在剧本

创作过程中对于人物故事所产生的深

厚感情，令他最终决定亲自执导该片

并担任制片人。他也因此希望这部承

载着“丰富现实意义”和“长远立意”的

作品能够被更多观众所注意到。

回顾短片拍摄过程中所经历的挑

战，安键豪说：“整部作品的拍摄过程

是我所经历的最难的一次，这对我而

言几乎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和另

外两位制片人——傅芷弘与韩宇盟为

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很幸运地得到

了不少人的无私帮助。可以说这部作

品的诞生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安键豪参与制作

的另一部作品——他和胡元星制片、

陈淑窈导演的电影短片《冬日河》成功

入围了 2022 年日本亚洲短片电影节

（Short Shorts Film Festival & Asia
2022）。作为最早获得奥斯卡认证的

亚洲电影节之一，日本亚洲短片电影

节的获奖者有资格直接申报角逐奥斯

卡金像奖。

这部讲述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

纯真爱情故事的影片，成功地在东京

当地展映期间让影评人和观众们突

破了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感悟到

了创作者的用心。而对于安键豪而

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情怀，

无论是制片人还是编剧和导演，相信

他的电影之路还将不断地为我们带来

新的惊喜。 （影子）

本报讯 由企鹅影视、歆光影业出

品，根据关心则乱小说《星汉灿烂，幸甚

至哉》改编的古装家族群像剧《星汉灿

烂》已于7月5日登陆腾讯视频独播。该

剧由费振翔执导，吴磊、赵露思领衔主

演，郭涛、曾黎特邀领衔主演，李昀锐、余

承恩等主演，讲述了背负沉重身世的少

年将军凌不疑（吴磊饰）与父母长期征

战在外的“留守少女”程少商（赵露思

饰）在无数次考验中互相治愈、相伴成

长，坚守内心的正义，并携手化解家国

危机的故事。

《星汉灿烂》自开播以来不断收获

观众的关注与好评，随着剧情的深入，

观众对剧集投以更多热情——单日播

放量破两亿，连续十天热度值突破3万。

剧集着眼于角色的个人成长，塑

造出鲜活“有实感”的角色形象，并以

深入剧情的“陪伴式”视角和细腻镜

头的表达为观众呈现鲜明可见的角

色成长轨迹。《星汉灿烂》中，青年演

员吴磊出演凌不疑，他透露，凌不疑

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证了全族为守孤

城战死，长大后他为国为民，有非常

强的责任感。因为战无不胜，被称为

战神。剧中凌不疑外冷内热，开始的

时候，只会笨拙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喜

欢的人好，在保护爱人的同时常常也

难免“刺伤”爱人。率真可爱、敢爱敢

恨的程少商则因亲情的缺失，养成了

“刺猬”一般的性格，不懂爱，也不懂

如何爱人。这样的“不完美人设”为

角色增添了真实之感，而赵露思的演

绎也将这个角色诠释得入木三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并没有局限于

个人的“爱恨情仇”，而是从个人的小

情小爱放眼至家国天下，这也必将为

观众带来独特的沉浸式追剧体验。

在最近更新的剧情中，程少商与

未婚夫的婚约遭遇变数，而与凌不疑

的情感又有了新的推进。程少商与

凌不疑感情发展能否顺利？一切谜

底即将揭晓。

此外，《星汉灿烂》的阵容班底也

格外引人瞩目，导演费振翔首次操刀

古装剧，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为剧集

注入更多亮点。剧集以广阔的视角

刻画丰满的家庭、爱情群像，对亲情、

爱情等多元情感元素进行了细致呈

现，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年龄层的每

一个“小家”亦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家

庭“范本”，向观众传递多元化家庭

观、爱情观，而家庭元素的注入融合

也给这部剧带来了一次创新和突

破。 （赵丽）

本报讯由张弛执导，宋小宝、潘斌

龙领衔主演的微电影《一车口罩》于7
月15日正式上线。电影以真实故事为

蓝本，聚焦社会基层的普通人，通过讲

述他们在困境中彼此坚守的故事，展

现“小人物”的韧性与温暖。

影片中的刘二红（宋小宝 饰）和

王大鹏（潘斌龙 饰）是一对在大城市

打拼的农民工舅甥，年底遭遇厂长拖

欠工资，以一车口罩抵薪。无奈之下

二人打算将口罩卖出后回家过个好

年，却在亲身经历疫情时期的系列特

殊状况后做出“善良的抉择”。

此前释放的花絮中，两位东北

演员将诙谐的东北方言与随性幽默

的性格魅力融入角色之中，对手戏

笑料不断。因连日奔波劳累，二红

难免疲惫烦躁，大鹏一顿嘴炮输出

让外甥立马打消“懒散”的念头：“少

吃一顿能咋的！”二红转身却“参悟”

了还击之道：“大过年的别逼我剪头

发！”搞笑“舅甥”让观众直呼“有被

‘孝’到”！两位主演以朴素的农民

工扮相出镜，毫无包袱地将略带“土

气”与喜感的角色演绎到位。喜剧、

幽默、有生活气息的剧情，也为这场

公路旅程注入了属于真正普通人的

鲜活力量。

在此前影片释出的预告中，两

人均展现出不俗演技。一段“二红”

背着老奶奶前往急诊室的戏中，目

睹着大厅里、病房内外、走廊间人潮

拥挤的景象，宋小宝的眼神从震惊

转为不忍、无奈，透过眉目神态与肢

体语言，演绎了普通人初遇困境的

手足无措。而“大鹏”不由分说送

老人前往医院、向陌生女孩送出原

本给自己女儿准备的布娃娃等举

动，都展现出了普通劳动人民淳朴、

善良、乐观的品质。潘斌龙以极其

生活化的演技，将“大鹏”这个爱管

闲事的角色塑造得可感可知，正如

我们身边每一个为陌生人伸手出

力、守望相助的普通人。

微电影《一车口罩》由张弛执导，

宋小宝、潘斌龙领衔主演，郑罗茜、李

乃文、吴彦姝特别出演。

（杜思梦）

致敬李小龙引发观众共鸣

电影《龙女孩》佛山首映全场轰动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7月22日上映

安键豪作品获纽约独立电影节最佳短片提名

宋小宝潘斌龙微电影《一车口罩》上线

主创与观众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