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7日， 由岩井俊二导演，陈

可辛监制，周迅、秦昊领衔主演的电

影《你好，之华》在北京举行“不要错

过”全球首映礼，主创全阵容出席。周

迅、陈可辛与岩井俊二“有生之年”

组合亮相。

映后众主创分享对各自角色的理

解，周迅表示：“你好就是人和人之间

的沟通，《你好，之华》就是从之华这

个人物是去打开这么多人的生命。 ”

秦昊调侃角色造型像导演岩井俊二，

导演也曾表示尹川一角有自身经历的

投射。 胡歌更首度回应“谜一般的渣

男”角色：“这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

故事， 而他就是那个阻止梦想照进现

实的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演过类似这

样的人物。 ”

正如周迅所说，《你好， 之华》里

的“你好”是之华对自己说的，也表达

了对所有人的一声问候。于是，众主创

运用由片名《你好，之华》延伸出的

“你好”体，在信纸上写下对戏里角色

的寄语。 胡歌、谭卓不约而同写下“担

当” 二字：“愿你活成最有担当的样

子” ，“愿有人为你担当” 。 周迅则写

下“愿大家自由灿烂” ，献给之华，也

祝福所有观众。

正值立冬之时， 首映现场温情满

满， 众主创携影片为今冬献上第一抹

温暖。 电影《你好，之华》今日正式上

映。 综合

周迅暖心落泪，胡歌歪

头卖萌，今日正式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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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之华》全球首映礼现场

由美国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共同

呈现，《爱宠大机密》《神偷奶爸》幕

后团队倾力打造的动画喜剧电影《爱

宠大机密 2》发布首支系列预告，逗趣

十足的爱宠们悉数回归， 以十足的想

象力和幽默感，将于 2019 年为观众开

启欢乐新番。

在最新发布的预告片中， 忠犬麦

克在《爱宠大机密 2》中仍为绝对主

角， 情绪焦虑的它被主人哄骗到宠物

医院，遇见各路“神经质” 的萌宠伙

伴， 首部电影中的小白及杜老大等主

要角色将悉数回归， 继续展示真实的

爱宠世界。

《爱宠大机密 2》将以宠物的心

理健康问题为切入点， 引入全新爱宠

角色， 在此基础上继续进一步探讨宠

物与主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秉承了

前作的欢乐气息， 将卖萌与搞笑进行

到底， 爱宠们在保持动物本性的基础

上造型各异、特点鲜明，或皮或蠢，势

必令观众特别是家有宠物的朋友感同

身受。 综合

《爱宠大机密 2》

曝首支预告

《爱宠大机密》剧照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电视剧

推荐剧目” 的电视剧作品，《你和

我的倾城时光》集爱情、创业、商

战等时下流行的元素于一体，预

告片中， 愈演愈烈的商战让林浅

与厉致诚几次深陷危险境地，也

让他们学会了复杂环境下的生存

之道。他们平等、互相尊重的爱情

观和事业观， 不仅符合当下电视

剧市场的审美， 也满足了观众对

于男女平等的爱情故事的渴求。

除了赵丽颖、金翰外，俞灏

明在剧中饰演了“佛系青年” 顾

延之， 作为剧中的一股清流，顾

延之性情温和，真诚善良，对商

场的尔虞我诈一窍不通，专注于

个人生活。 除此之外，该剧还吸

引了周一围、刘恺威等优秀演员

的助阵，据悉，周一围将饰演林

浅的哥哥， 毕业于常青藤大学、

并就职于海外知名企业的高级

精英。 片花里林浅与哥哥撒娇的

场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令

大家非常期待这两位角色的有

爱互动。 而刘恺威饰演了厉致诚

的亲哥哥厉致谦， 他的意外去

世，也将成为推进剧情发展的关

键要素之一。

本报记者

由张峰、余中和执导，赵丽颖、金瀚领衔主演，周一围、刘恺威友情出演的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将于 11 月 12 日登陆东方卫视，每晚在黄金档 19：30 两集连播。

该剧改编自丁墨同名小说，讲述了服装设计师林浅（赵丽颖饰）与特种兵出身的厉致诚（金瀚

饰）在一场营救任务中相识，并在随后的工作中相知相许，携手并肩，创立民族品牌“倾城” 的故

事。 11 月 8日，该剧制片人韩轶，导演余中和，编剧冀安，小说作者丁墨，演员金瀚、俞灏明等出席了

由东方卫视主办的《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上海开播发布会，与在场媒体分享了该剧的亮点以及拍摄

前后的花絮趣事。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登陆东方卫视黄金档

11月 12日起，每晚两集连播

赵丽颖体验创业艰辛

戏里戏外事业爱情双丰收

作为赵丽颖暌违现代都市剧三

年之久的全新作品，同时也是公布婚

讯后的首部作品，《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 在观众和粉丝们的翘首以盼中

即将迎来开播。

剧中， 赵丽颖以时尚感爆棚的

装扮，干练自信的短发造型亮相，甜

美气质较以往作品更胜一筹。 由她

饰演的林浅是一位海外知名设计院

校毕业的高材生， 即使屡次在工作

和创业中碰壁， 她依然坚持设计梦

想， 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将自己设计

的品牌推向国际。

林浅在追逐设计理想的过程

中， 与特种兵出身的创业青年厉致

诚（金瀚饰）相识，通过不断的了解

和沟通，两人感情日臻加深，并携手

并肩开启创业之路， 最终收获了事

业和爱情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现

实中赵丽颖与剧中林浅契合度极

高，通过多年的坚持和努力，如今赵

丽颖不仅是一位有数部代表作品的

优秀女演员，同时在今年收获爱情，

步入婚姻殿堂。

“虔诚” CP疯狂发糖

高甜互动引发期待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将 11 月

12 日登陆东方卫视荧屏， 剧中，金

瀚饰演了身材高挑，眉眼锋利，性格

孤冷的厉致诚。 作为特种兵出身的

家族企业继承者， 厉致诚并没有被

自身环境局限，而是另辟蹊径，创立

企业， 实现梦想。 他依靠睿智的头

脑，极强的行动力，在波云诡谲的商

战中相继击败对手， 成为叱咤商场

的大 BOSS。

近日， 在剧方发布的主题曲

MV中， 林浅与厉致诚 “虔诚” CP

的高甜爱情线牵动了许多观众的

心， 厉致诚稍显古板的性格， 偶尔

“冰山脸” ，以及刚正不阿的精神面

貌，与林浅的甜美可爱形成反差，两

人间的互动笑料百出， 却又爱意满

满，无论是“报告！ 我厉致诚！ 喜欢

林浅” 略显生硬的告白，还是两人

之间一问一答的对话模式， 这充满

着“军事化” 风格的恋爱戏，将会为

观众带来最甜蜜的观剧体验。

豪华演员阵容轮番登场

群雄逐鹿上演“商场风云”

《你好之华》

举办首映礼

11 月 7 日， 由演员邓伦、周

一围担任文创新品开发员的首档

文化真人秀《上新了 故宫》在北

京举办点映会， 当天邀请到节目

主创团队。

《上新了 故宫》作为故宫博

物馆首次出品的电视节目， 其拍

摄的难度与观众的期待像两座大

山沉沉压在节目组肩上。 华传文

化首席内容官、春田影视 CEO 毛

嘉向记者透露了拍摄过程中难以

想象的故事， 出品方和节目组对

文物保护非常重视和敬畏， 因此

节目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保

证拍出最美的画面， 这期间可能

还需要出品方与节目方数十个部

门协调配合， 克服诸多困难与压

力，最终才能将节目呈现给观众。

第一期节目中， 邓伦与蔡少

芬在故宫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

祝勇的带领下游览了乾隆花园，

探寻开阔壮美的故宫里，“倦勤

斋” 却为何展现出江南灵动与柔

美的秘密。

周一围一人分饰两角， 将身

处皇位胸怀天下的乾隆与渴望江

南柔美风景的乾隆两个人物刻画

的淋漓尽致。 综合

《上新了 故宫》品鉴故宫绝美历史

赵丽颖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剧照

第 27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于 11月 7日 -10日在佛山

举行。 前日晚，电影节开幕式在

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举行。 11

月 10日，第 34 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将进行现场投票并举行颁奖

仪式。 本届电影节星光熠熠，形

象大使吴京、著名影星成龙等都

会现身佛山。

各大奖项的提名名单昨日

上午正式公布。 获得 “最佳影

片” 提名的有 《七月与安生》

《红海行动》《建军大业》《战

狼 2》和《唐人街探案 2》。 吴

京、陈思诚、曾国祥、林超贤获得

“最佳导演” 提名。 这一奖项竞

争激烈，吴京二度拍片就拿下中

国电影的票房冠军，实力不容小

觑。

最佳男主角将在朱亚文、刘

昊然、吴京、张译、张涵予中选

出。 其中，80后演员朱亚文在电

影《建军大业》中演技、气质双

双在线，拿奖呼声颇高。 张涵予

则凭借《湄公河行动》再度塑造

了一个铁血柔情的硬汉形象，演

技获得广泛认可。

相比之下，最佳女主角看似

没那么难猜，去年已经凭借《七

月与安生》 获得多个奖项肯定

的马思纯、 周冬雨最有希望，但

两人谁会获奖仍然存在变数。与

之竞争的有李沁、陈瑾和海清。

据悉，本届电影节共设置了

主体活动、影展活动、学术论坛、

影评征文等 5 大类活动， 超过

110 部电影、近 140 场次电影上

映。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电影节

特设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

电影成就影展” ，11 月 6 日

~10日期间，15 部反映中

国电影成就的经典

影片免费展映，包

括《庐山恋》《人到

中年》《雅马哈鱼

档》《红衣少年》

等。

据《广州日报》

金鸡百花电影节在佛山开幕

《战狼 2》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