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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电影《银河补习班》五城首映
收官站来到北京，邓超、俞白眉与主演、
幕后主创们同3000多名观众一起提前
收获感动，现场泪点不断，掌声难息。
谢楠、张一白等明星好友惊喜出现，将
全场气氛瞬间达到高潮。13日影片开
分，猫眼 9.4，24 小时内增至 9.5，淘票
票9.1。当天最令人感动的是邓超、俞
白眉两位导演将家人请到现场共走红
毯，动情之处邓超还亲吻妈妈额头对
她说我爱你。邓超与俞白眉宣布，在
航天人的支持下，《银河补习班》“梦想
号”卫星科学实验载荷将带着网友们
的梦想飞上银河，除此之外，发布一支
口碑特辑，记录路演中收获的感动与泪
水。影片将于7月18日全国公映。

《银河补习班》致敬
中国妈妈 邓超深情致谢
令妈妈泪目

北京首映礼当日，邓超邀请妈妈
一起走红毯，不但对妈妈说“我爱你”表
达心意，还表示影片不光“献给父亲，送
给孩子”，同时也致敬妈妈。中国妈妈
都是了不起的，她们做了什么，有时候
你是不知道的，很多人觉得马皓文伟
大，正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妈妈该做的事
情。代乐乐、鲁豫、路阳、陈畅等明星好
友纷纷为影片点赞。张一白看完影片
后称：《银河补习班》是一首赞美诗。

和妈妈表达方式不同，爸爸的爱
更加沉默，现场有观众分享自己的爸
爸，从小到大只为她开过一次家长会，
还问：“你上几年级？”还有观众表示自
己的爸爸只在喝醉时才对自己说“你
不知道爸爸有多爱你”，谢楠看电影过
程中几次落泪，动情地表示当了妈妈
之后总听到“丧偶式教育”，好像爸爸
这个角色是不在的，但是特别感谢邓
超，感谢俞白眉用这样的片子告诉妈妈
们，永远不要怀疑爸爸对孩子的爱，爸
爸的爱永远都在。现场有观众热泪盈
眶地说道：“初中自己学习不好，感谢爸

爸没有放弃自己，最终考上大学。”
现场一位 3 岁孩子的母亲也激动地

分享：“刚才老公对我说，如果我不在了，
就请带儿子来看《银河补习班》，我想要
对他说的话都在这部电影里了。”感动得
主创悉数落泪，超哥忍不住调侃：“路演
开始 3 天就收到工作人员投诉，再这么
跑下去眼睛会哭瞎。”毒 sir 曾这样评价

《银河补习班》：“凭它真诚而强烈地击打
着每一颗父母心，凭它激发着每一个（曾
经的）孩子去寻找那颗梦想的星星。”

俞白眉数次表白感谢
家人支持“看完电影决定
不打孩子了”

除了马皓文与马飞之间催人泪下的
父子情，影片中马皓文的教育方式同样
意义深远，一位教育工作者发言时难掩
激动：“教育可以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孩
子做起，哪怕只做一点点，对我们这个国
家都是有意义的。”这两句话也正是邓超
和俞白眉的肺腑之言 ，现场俞白眉导演
欣慰地和观众分享，在郑州站路演中曾
有位观众说：“看电影之前我刚拿到我小
孩的成绩单，他在全班垫底，看了电影之
后我就一句感想，他今天少挨一顿打。”

关于教育，现在的家长总是有这样
那样的焦虑，然而世界上没有笨小孩儿，
只有没教育好的小孩，一个班级60个孩
子，很难要求老师对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但对家庭来说，孩子就是唯一，家长的醒
悟比教育的改变更彻底。“有多少家长坚
定自己的孩子就是最棒的？”邓超在首映
礼现场问出这个问题，只有很少的家长
能够自信地回答，教育的核心是爱，孩子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家长的支持。看片后
陈畅说出父亲的心声：电影里很多情节
都感同身受，以后会带儿子去看。

面对观众们关于教育问题的探讨与
请教时，邓超和俞白眉导演表示：“我们
不是教育专家，只能从一个父亲的角度
去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这与影片中关
于教育问题的表达一脉相承，《银河补习

班》试着从两位父亲的生活感受出发，去
积极探讨家庭教育的可能性，而不是一
味观点的输出。在这个暑假《银河补习
班》哪怕能带来一点点改变，对家长、对
孩子、对国家都是有意义的。

作为父亲，俞白眉导演希望不要错
过武子棋成长的时光，但有时因为工作
原因不能总是陪在孩子身边，对此代乐
乐表示理解：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爸爸为
了热爱的事情，这么专注，这么投入，这
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4 大 洲 10 个 国 家
2400多名工作人员 演员
与幕后团队诚意纯粹

首映礼当天还有一些特殊的嘉宾，
剪 辑 指 导 Ballu Saluja、电 影 终 混 师

Michael Hedges、动 作 指 导 Sergey
Golovkin 谢尔盖·戈洛夫金、视效总监
Alexey GOUSSEV阿列克谢·古谢夫、
作曲 Steffen Thum ，他们从不同的国
家赶来，特意来参加本次首映礼。他们
之前都是豆瓣上才能膜拜的大神，在电
影殿堂奉为经典神作的创作者，他们当
中有奥斯卡评委，也有奥斯卡小金人的
获得者，曾为观众带来《指环王》《霍比特
人》《摔跤吧！爸爸》等多部影片，7月14
日再次因为《银河补习班》聚到一起，虽
然从演员阵容上《银河补习班》是一部国
产电影，但从制作角度来看，它是一部国
际电影，影片的幕后阵容堪称“小联合
国”，2400多名来自4大洲、10个国家的
国际电影匠人，仅声效系统的制作，就跨
越全球两万公里。

此番特意将全球的幕后主创们聚集
到北京，既是对幕后人员辛勤付出的致
谢，也是导演们对幕后主创的敬意。幕
后团队纷纷表示：“《银河补习班》是一个
伟大的作品，非常荣幸与这个团队主创
和演员一起合作。”

《银河补习班》演员大多数都是新
人，但演员们现场拍戏非常认真，课后也
做了很多功课，白宇主动向导演提出条
件，要提前进组观察小马飞的表演，王西
为演数学老师，练就在黑板单手画圆的
绝技，12 月的浙江，孙浠伦拍摄洪水戏，
嘴唇紫是真的冷，从水里上来十几分钟
说不出话来，李建义老师是可以“点菜”
的演员，现场认认真真地帮所有的年轻
演员搭戏，毫不保留地奉献自己的经验，
梁超自己本身也是爸爸，在饰演继父这
个角色时，感受更加丰富，王戈、吴亚衡
主动观察、体验普通人的生活，将他们的
一些动作、姿态运用到自己的角色当
中。魏尊演疯子体验生活吓坏路人，还
曾经被酒店保安带走。张振雷是一名舞
蹈演员，虽然在剧中只有一句台词，但演
戏是朝他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两位导
演在片场也是非常严格，白宇与吴京的一
场对手戏拍了10几条，被问及和吴京拍
吻戏的感受时，白宇表示沉浸在演戏当中
没觉得什么，吴京一旁补充道：意犹未尽。

脚 踏 实 地 仰 望 星 空
《银河补习班》向银河发射
梦想

一部关于太空梦想的电影，真的把
梦想送上了太空！《银河补习班》主创们
前几天带着电影走进了航天城和酒泉，
用艺术的方式向可爱的中国航天人致
敬。航天局的观众们被这部电影深深打
动，两位导演被授予航天文化推广大使
的荣誉称号。红毯现场，邓超、俞白眉宣
布，在航天人的支持下，《银河补习班》将
会向银河发射《银河补习班》“梦想号”卫
星科学实验荷载，荷载里的芯片上将会
录入网友们的梦想。据航天专家介绍，
这颗载荷内的微型芯片是一块 SIP 集成
度很高的芯片，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

家庭教育的切口很小，但关系到整
个国家和民族，它不只是家庭的事情，整
个教育的改变会导致民族的改变。《银河
补习班》用将近 30 年时间证明，家庭教
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它能让“缺根弦儿”
变成世界上最优秀的宇航员，正如俞白
眉导演所说：“电影虽然写的是一个过去
的事情，但最终会走向未来和希望。”

电影《银河补习班》由邓超、俞白眉
执导，由天津橙子映像传媒有限公司、天
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光
线影业有限公司、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出品。 吴京

献给父亲也致敬母亲

《银河补习班》被赞“中国爸爸的成长指南”

由周冬雨、罗晋领衔主演，张雨绮
客串的都市职场情感剧《幕后之王》，7
月15日起每晚19:30登陆广东卫视“活
力剧场”。作为首部聚焦电视综艺行业
生态的影视剧，该剧以职场新人布小谷

（周冬雨饰）和顶级制作人淳于乔（罗晋
饰）的视角，生动展现电视行业幕后百
态，揭开综艺制作的神秘面纱。

罗晋周冬雨荧屏首次合作
“捕鱼CP”甜蜜爆表

“金马影后”周冬雨携手“实力演技
派”罗晋，“转行”成为《幕后之王》电视
制作人，共同演绎瞬息万变的传媒幕后
故事。

剧中，周冬雨所饰演的布小谷，是
一名立志成为优秀节目制作人的大学
生，她的榜样是顶级制作人淳于乔（罗晋
饰）。为了追随自己偶像的步伐，布小谷
放弃了全国顶级DTS卫视工作的机会，
选择进入淳于乔所在的星天娱乐。

经历多次淳于乔的出手相助，布
小谷逐渐爱上了淳于乔。她为爱主动
出击，对“魔鬼鱼”淳于乔展开了甜蜜
攻势，为此网友将他们称之为“捕鱼
CP”。不得不说，古灵精怪的布小谷
与高冷内敛的淳于乔这对组合，竟形

成了莫名的反差萌，CP感十足！两人在
剧中频频撒糖，甜蜜爆表。

新时代电视行业图鉴
揭秘综艺节目幕后操作

《幕后之王》将镜头对准电视节目制
作，以综艺节目为核心，把视线扩展到了

整个娱乐传媒业。通过层层深入，带领观
众一步步领略到行业内部的景观和传媒
人的工作内容。

剧中通过影视化的精彩故事演绎，生
动呈现出综艺制作幕后细节、卫视寻求创
改、资本入局抢滩等现象，在引发观众观
看兴趣的同时，也让我们得以了解影视行
业的运作机制。

随着剧情的深入，竞争激烈的同业
环境、资源抢夺大战、嘉宾的选择、随时
可能出现意外的直播现场，以及剧中人
面对公关危机时的反应，这一系列问题
的出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对电视
制作幕后工作难度与困境的真实写照，
真实还原了幕后工作者的生活状态和
工作节奏。

剧情节奏快到飞起
追到停不下来

《幕后之王》拥有着堪比美剧的快节
奏剧情、环环相扣的情节勾连、依次递进
的故事结构，全程高潮迭起，让你深陷其
中无法自拔！

剧中故事的开篇，就讲述了在录制
《十二歌王》时，嘉宾突发紧急情况，布小谷
被警方带走⋯⋯随后，才穿插到布小谷初出
校园的实习生活。如此独特的剧情编排，使
悬念感十足，充分调动观众的好奇心。

另外，《幕后之王》出乎意料的反转也
十分为人称道。剧中，《十二歌王》明星嘉
宾被对手抢走，复活赛面临无法录制的困
境，却不料淳于乔早就以逸待劳安排了更
好的人选；布小谷以为自己被淳于乔利
用，却不料早就成了王尔的棋子，可谓不
落俗套。 小修

周冬雨罗晋化身“捕鱼CP”甜蜜来袭

在《我家那小子》第二季的节
目中，“乖乖仔”武艺摇身一变，从

“外卖小王子”转变为“生活小能
手”，不仅开始学习做饭、备考驾
照，而且还积极和朋友们保持联
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在即将于
本周（7 月 18 日）晚 22:00 播出的
第十二期节目中，武艺在长沙歌友
会上邀请 2010 届快乐男生的 12
位兄弟们作为嘉宾登场表演，再次
合唱当年经典歌曲，引发回忆杀。

10 届快男现身武艺
歌友会 合唱经典歌曲惹
哭一众粉丝

在本期节目中，武艺在长沙举
办了自己的个人歌友会，为了更好
地回馈粉丝的关爱，武艺特意邀请
了 2010 届快乐男生的 12 位好兄弟
到达现场助阵。

熟悉的音乐旋律响起，背后的
大屏幕上是 9 年前总决赛的舞台现
场，穿着白 T 恤从幕后走来的 13 位
歌手共同演唱经典歌曲《我的舞
台》，兄弟团默契配合让现场粉丝惊
喜不已。

武艺更是感慨道：“很多时候我们
会忘记自己的初衷，但是有一首歌，一
定能把我们带回9年前。”真诚的话语让
演播厅的维嘉和飞行嘉宾戚薇也流下热
泪，直言：重聚不易，守住初心更难。

集体同游昔日宿舍 武
艺感慨要早点结婚生子

舞台表演结束后，13 个兄弟站成
一排向现场粉丝们鞠躬表示感谢。主
持人欣然上台访问，谈起大家的生活
现状，当年的稚嫩男孩大多都已经有
了自己的家庭，13 名成员中更是有 4
人已经当上了爸爸。

看见昔日的好兄弟们已经接连成
家，有了自己稳定的生活，武艺惊讶又
惭愧地感叹道，希望自己35岁前也能
完成结婚生子的愿望。武艺的“脱单”
决心也让歌友会现场的武艺妈妈十分
欣慰，满意地为儿子鼓掌。

值得一提的是，演唱会结束后武
艺还带着兄弟们同游昔日宿舍，面对
武艺提前布置好的照片惊喜，成员们
感动万分：“谢谢武艺把我们聚齐在一
起，圆了这个梦”。维嘉、戚薇等人也
大赞：“武艺这次组织得很棒！”艾修煜

10届快乐男生时隔9年再聚首
武艺现场哽咽回忆初相遇

冒险喜剧电影《衣柜里的冒险
王》宣布即将上映。影片由肯·斯
科特执导，印度著名男演员丹努
什、曾经获戛纳最佳女演员提名
的贝热尼丝·贝乔、及艾琳·莫里
亚蒂主演，影片原著小说畅销全
球 40 多个国家，讲述了一段缤纷
奇幻的全球冒险故事：靠骗取游
客钱财为生的印度街头小混混阿
贾，一直努力攒钱想带母亲去巴

黎，可惜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便去
世了。于是，身上只有 100 欧元的
阿贾带着母亲的骨灰踏上巴黎穷游
之旅。为了省去住宿费阿贾藏在宜
家的衣柜里，阴差阳错被运到英国，
而后辗转流落到西班牙、意大利、利
比亚⋯⋯

影片曾在第 71 届戛纳电影节大
放异彩，获得了海内外观众的一致好
评。 阿来

高分佳作《衣柜里的冒险王》即将公映

昨天，陈冲发长文，向网友讲
述了她乘飞机时遇见的一对悲苦
母女的事。她这样写道：昨晚飞旧
金山，我挺早就到了休息室，找了
个角落坐下，刚从包里拿出书就注
意到离我不远处有个带推车的担
架，上面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人，
一位 30 来岁的姑娘正在帮她翻
身。病人没有头发，但从她耷拉着
的胳臂和手看得出是女人，我本能
地想跳起身换个座位，却又不知为
什么没有动掸，用余光看着那姑娘
把一个小枕头夹在病人两条腿之
间，再把病人的手放到舒服的位
置。她的熟练让我猜她也许是个
护士，但是她的无微不至又让我怀
疑她也许是女儿。由于某种潜意
识的恐惧，我终于还是起身坐到了
休息室的另一边，打开书本企图不
去想那形同骷髅的面容和身躯。

登机时我发现她们也是去旧
金山，坐在我斜前方，我能瞥见那
姑娘时而喂一口水，时而挪动一下
病人的肢体，她轻提缓放，好像那

病人是一件易碎的薄玻璃。不知飞
了多久，旅客们都放平座位睡了，我
从洗手间回座位的时候看到那姑娘
坐得笔直，眼睛呆呆地睁着，里面充
满了害怕、担忧和迷茫，正面看她比
我原来想的更年轻，大概只有 20 出
头，比 Angela 大不了多少，眼泪突然
涌了上来，回座位后我偷偷哭了一
场。我在人前从不流泪，但是在中国
和美国之间的飞机上我有时会借着
看电影的机会哭，我最爱的人分布在
大洋的两岸，每一个相逢的欣喜都交
杂着离别的忧伤。

现在回想起这对母女，我似乎能
看见幽暗的机舱内有一束光照在这
温柔伤心的姑娘身上，她把母亲瘦弱
无力的手放到她扁塌的胸口。她们
是来美国的医院做最后的拼搏吗？
为什么她一个人担起了这么沉重的
负担？是经济的考虑还是父亲不在
她的生命里？我会记住她们—— 这
两个曾经唤起我悲悯的陌路人，提醒
我生命是那么得脆弱和短暂，唯有爱
能让我们感受和想象永恒。

陈冲坐飞机偶遇悲苦母女
发长文感慨生命短暂唯爱永恒

近日，台湾知名公关教主于长君在其个人社交网站分享近照，晒出自己
与一众名媛闺蜜聚餐的照片。据悉，当天的聚餐由好姐妹吴佩慈牵头，带上
香港的好闺蜜一同去台北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