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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便是意义

献给所有真爱的七夕礼物

在最新曝光的终极预告中，以

女生的心境和视角细腻展开，八年

爱情长跑面临挥别，余骄阳（徐若

晗 饰）曾试图将周灿（李汶翰 饰）

从生命里完全抹去，但直到她发现

周灿在自己生命中存在的真正意

义——世界上最美好的旅途，是和

我们所爱的人一起走过的日子。

释怀的骄阳终能勇敢地向这段爱

情告别，真心地为周灿送上祝福。

和预告一同释出的海报中则重现

了周灿和余骄阳的喜悦瞬间，还处

在学生时代的他们正彼此陪伴着

走过最美好的时光，两人充满双向

奔赴的勇气和决心。影片中，不论

是告别时的痛心还是相爱时的甜

蜜，导演落落均通过准确细腻的表

达展现出两人最真实浓烈的情感，

并称这部电影是献给所有真爱的

七夕礼物，鼓励他们珍惜心中所

爱，并在爱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遇见你》此前在全国近百城

开启点映活动，首批观影观众纷纷

表示电影远超预期，以扎心动人的

爱情故事、细腻真挚的情感表达、

深刻现实的情感议题得到了观众

的一致好评，观影现场也哭倒一

片，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从中共

情，“没想到会这么好哭，感觉电影

中的每件事好像都在生活里真实

发生过一样”；“一直跟着余骄阳一

起哭，两个人能不负遇见真的很

难”……很多情侣观众也表示从电

影中获得了很多意外的感动和泪

点，推荐所有情侣都来看这部电

影，“我唯一想要的七夕礼物，就是

遇见你”的宣言更是将七夕的仪式

感拉满，不管是“灿烂骄阳”还是现

实中的你我，“遇见”不仅仅是幸

运，更是见证幸福的开始。

情侣含泪推荐

真挚爱情故事成档期必看

在感动落泪之余，曾在爱情中

遗憾收尾的观众也坦言自己深深

地代入进故事里，有男性观众在观

影后分享：“被他们在天桥上告别

的场景戳到泪点，我和女友是隔着

屏幕说再见的，现在想想其实很遗

憾。”也有不少观众向电影表达了

一份特殊的感谢之情，感谢这部电

影让他们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让他

们懂得“只要爱过就不遗憾”。

电影中的周灿和余骄阳经历

了从校园到社会的 8 年爱情长跑，

其间收获了甜蜜也经历了坎坷，正

如现实中许多陪伴多年的情侣一

样，男生和女生的思维差异引发了

许多细小的矛盾。电影中通过对

情感冲突、人生抉择的刻画真实地

展现了许多情感议题，家庭背景的

不同、经济收入的差距、安全感的

缺失、长久异地的疏远等等都会让

一段感情逐渐消逝，这些真实情感

的痛点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两个

人分开可能不是什么尖锐的矛盾，

往往一些小事成为导火索，电影很

真实”；“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感情

不是单方面的牺牲，两个人能一起

互相支撑着前进才是最真切的”。

影片目前取得七夕档爱情片预售

第一、七夕档爱情片想看第一的成

绩，不少观众提前锁定影片，成为

了他们的七夕爱情片观影首选。8
月 4 日，和最珍惜的人一起走进影

院，用《遇见你》告诉Ta——只有遇

见你，七夕才有意义。

《遇见你》由爱奇艺影业（北

京）有限公司、厦门恒业影业有限

公司出品，由恒业影业发行，中国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

分公司联合发行，将于 8 月 4 日登

陆全国影院。在七夕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和最爱的人一起走进影院

看“灿烂骄阳”的爱情故事，在一起

看《遇见你》，就是情侣七夕最好的

礼物。

本报讯 7月31日，科幻机甲电影

《明日战记》超前观影活动在京举

行。总监制及主演古天乐惊喜参与

映后连线并与观众进行了深度交流

互动，同时分享了拍摄《明日战记》台

前幕后的更多内幕。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未来世

界，彼时的地球陷入内忧外患，一颗

陨石坠落带来杀伤力极强的外星植

物，人类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未来

战士泰来（古天乐饰）、郑重生（刘青

云饰）为拯救地球重装出击。庞大的

世界观设定、颠覆想象的科幻元素引

燃今夏大银幕。近日举办的超前观

影活动中，总监制及主演古天乐参与

映后连线互动环节，分享了影片台前

幕后的创作过程。同时，他还带来了

一个巨大的惊喜，时隔三年他再次来

到内地，隔离结束后就会和大家正式

见面，此消息一出令全场气氛瞬间变

得热烈起来。

互动连线中，古天乐首次透露了

影片拍摄幕后的艰难，他表示“因为

要探索全新的领域，所以在拍摄影片

的过程中克服了很多困难，虽然非常

辛苦，但也非常享受。而且这次我希

望可以用回我们自己的团队，不想找

外国团队来做，所有东西都是自己

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通

过这次也学到了很多，希望未来有机

会可以拍更多科幻片给大家看”。

源于对科幻的热爱，支持他坚定

地完成了这部影片。同时古天乐还

表达了电影即将上映自己内心的激

动，他亲眼看着这部电影从无到有，

终于等到梦想实现的这一天。也想

借此对那些同样热爱科幻的年轻人

说“要大胆尝试，虽然过程是非常困

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踏出这一步，

如果真想做这件事就不要放弃，可能

会经历十年、二十年的考验，但是一

定要坚持下去”。他对于科幻梦想的

坚持，以及对于华语科幻的付出点燃

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影子）

本报讯 由周依然、吴念轩领衔

主演的青春校园爱情电影《一直一直

都很喜欢你》正在热映，并于近日发

布了插曲《我只在乎你》MV，经典歌

曲搭配两代人爱情故事，既呈现出老

一辈跨越时间的相守，也讲出了童知

了（周依然 饰）和顾彬（吴念轩 饰）慢

慢靠近，隐忍和羞涩的爱情，歌曲和

影片相辅相成，收获一众好评。

《我只在乎你》MV以令人羡慕的

老一辈的爱情开始，以唱片为引，书

信为线，歌声和故事一起开始，讲述

两代人的真挚爱恋。“任时光匆匆流

去我只在乎你”是感人肺腑的歌词，

是电影里的故事，也折射着每一份用

心付出的真心。曾经，郭老师和沈书

同老先生被迫分隔两地，只能向远方

的恋人寄去不知道是否能到达的书

信，靠着执着的“在乎”相守一生；而

现在，童知了固执地写着不会寄出的

书信，顾彬认真地养护满园代表爱意

的莲雾，两人分别守着暗恋的秘密，

默默注视着自己“在乎”的人，终于在

毕业前夕勇敢说出那句“喜欢你”。

有观众在观影后主动分享了自

己的暗恋经历：“暗恋是场哑剧，倾吐

便成为悲剧，我曾经也默默喜欢了一

个人很久很久，但说出口后，连朋友

的资格都没了”，“作为班里的‘小透

明’，被人喜欢成了一种奢望，但我的

生活也因为他的出现变得绚烂多

姿”，“喜欢了一个人十一年，从初中

到大学，我所有的笔都知道我喜欢

他，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一个个

故事说出的是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是

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由九洲

音像、超娱影业（佛山）、超娱影业（深

圳）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8 月 1 日，电影《你是我的

春天》宣布密钥延期，上映时间将延长

至 8 月 31 日。影片于 7 月 1 日正式上

映，累计票房已突破3000万。

《你是我的春天》以现实主义的手

法讲述平凡人在困境中守望相助的温

暖图景，多条故事线的讲述让大家看

到疫情之下平凡人依然怀揣希望，保

持对生活的爱与热忱。

周冬雨、尹昉、宋小宝、潘斌龙、王

景春、赵今麦、黄晓明、宋佳等人的加

盟更是为这部电影增添不少看点。除

了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还由CineAsia
与1905影业在英国发行，已于7月8日

在当地院线上映。 （花花）

《明日战记》超前观影活动现场氛围火爆

本报讯 近日，由张律导演，倪妮、

张鲁一、辛柏青主演的《漫长的告白》

宣布改档至 8 月 12 日上映，影片原定

于 8 月 4 日 13 点 14 分公映，时间点是

一生一世的谐音。

《漫长的告白》讲述年少时立冬

(张鲁一 饰)爱慕的女子阿川(倪妮 饰)
突然失踪，在近二十年后与她再次相

遇，很多过去故事的真相浮出水面，而

他对阿川深藏的爱，在这场远赴“她”

乡的深情告白中越演越烈。

（花花）

《漫长的告白》改档8月12日

《你是我的春天》密钥延期至8月31日

《迷失之城》中国首映礼还原丛林奇观

本报讯 美国动作冒险喜剧《迷

失之城》7月29日正式登陆中国内地

影院。影片首映礼现场景观如同片

中神秘丛林，游戏环节和互动装置也

吸引了诸多观众打卡拍照，气氛分外

火热。映后，国内首波口碑新鲜出

炉，影片“无厘头”搞笑风格受到一致

好评，观众纷纷表示“绝对解压”“从

头笑到尾”。

首映礼现场可谓精心设计，走进

影院仿佛置身原始丛林，电影中的标

志性景观被巧妙复刻，沉浸感十足。

更有模特还原片中“钱老板”的经典

造型，他身着宫廷风格的白色衬衫，

一头飘逸的金色长发，牵一匹白马置

身瀑布雨林之中，成为全场最酷炫的

风景。影片中的蓝色小汽车也成为

丛林的亮眼的点缀，逗趣十足，男女

主正是开着它开启跌宕起伏的冒险，

这对“戏精”CP 九死一生，却仍不忘

互怼耍宝，制造了许多笑料。

活动现场欢乐无穷，影片更是为

观众带来久违的激爽爆笑体验，观影

过程中笑声不断。“桑婆”身穿亮片连

体衣和高跟鞋误打误撞闯丛林，“钱

老板”化身“傻白甜”肌肉猛男，想要

“英雄”救美却频频失败，令人捧腹的

无厘头桥段接踵而来，笑点连环攻

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影评人“电

影票房Bar”盛赞“轻松愉快的观影过

程是夏天非常不错的解暑良方”。影

片带来的解压效果也让人轻松愉快，

江湖观影团认为《迷失之城》是“轻松

的合家欢电影，视觉呈现和节奏感都

非常出色，笑点段落也毫不吝啬”。

《迷失之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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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角色爆萌”、“色彩鲜

艳”、“音乐好听”、“能量很正”——

全CG大电影《小马宝莉：新世代》一

经上映，就获得了全年龄观众们的

好评。近日片方再发“虞书欣热荐”

视频，她用甜萌甜萌的声音表示自

己在电影中为“大可爱”独角兽小艺

配音，还呼吁大家带上小伙伴和家

人一起来电影院开启欢乐闪亮的冒

险之旅。

中文版《小马宝莉：新世代》中，

演员虞书欣为新登场的主角“独角

兽小艺”配音，这也是虞书欣首度为

动画电影“献声”。电影正式上映

后，虞书欣这次“献声”也获得了一

致好评：“虞书欣的配音真的好棒，

很贴角色和情绪，甜甜的太可爱

了！”“虞书欣的声音和卡通形象也

太贴合了叭！”在近日发布的推荐视

频中，虞书欣也继续用自己甜甜的

声音，呼吁大家赶紧去电影院，带上

小伙伴，邀请家人，身临其境感受小

马们快乐闪亮的冒险之旅。

《小马宝莉：新世代》是系列首部

采用全新 CG 技术打造的动画电影，

影片不仅延续了整个动画系列“友谊

魔法”的核心主题，还增加了“自我表

达”的全新理念。作为暑期档全年龄

观众的首选，《小马宝莉：新世代》上

映后得到了大小观众的一致好评，豆

瓣网友表示：“小马又美又萌又可爱，

招人喜欢，歌也好听。闺女问我最喜

欢哪只小马，我纠结半天选了一个，

结果她说，我都喜欢！”看来面对爆萌

的“小马天团”，成年人尚且还要纠结

一下，小朋友们倒是都不做选择。

（杜思梦）

《小马宝莉：新世代》虞书欣首次献声被称“好棒！”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周依然吴彦姝诠释两代人爱情

本报讯 近日，由爱奇艺影业、恒业影业出品，由

恒业影业发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

分公司联合发行，导演、编剧、作家落落执导，青年演

员李汶翰、徐若晗领衔主演的七夕爱情电影《遇见你》

发布终极海报、预告。

预告中以女生的视角诉说了她与这段爱情告别

时的心境，虽有遗憾但却坚定且勇敢，一同发布的海

报中则定格了“灿烂骄阳”过去的甜蜜瞬间，让这段意

难平的爱情更显遗憾意味。“我唯一想要的七夕礼物，

就是遇见你”的七夕宣言更是给足情侣仪式感，邀约

大家一起在七夕这天走进影院，用电影告诉身边最珍

惜的人：没有遇见你，七夕没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