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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二师兄来了》定档 ４ 月 １３ 日

接地气喜剧演绎小人物欢笑人生
由朱丹执导，杜旭东、刘江、李明等
老戏骨以及王菀晨、杨磊、杜金京等青年
演员主演的电影《二师兄来了》，日前定

禾城影讯
华庭国际影城

嘉兴唯一 ４Ｄ 动感影厅
４月１１日－４月１７日
【影城介绍】
华庭国际影城是嘉兴一家拥有４Ｄ动感影
厅，影院按五星级标准建造，有８个专业电影
厅，
包括７个３Ｄ豪华厅，
含一个可躺式ＶＩＰ豪华
厅及一个４Ｄ动感电影厅。
【正在热映】
４Ｄ 影片：
《头号玩家》
３Ｄ 影片：
《狂暴巨兽》
《头号玩家》
《环太平洋 ２》
２Ｄ 影片：
《西北风云》
《寻找麦罗》
《湮灭》

档 ４ 月 １３ 日全国上映。这部主打“新农
村喜剧”的电影，以诙谐幽默的喜剧风
格，讲述了一段“徐氏猪业 ”三代人从靠

【即将上映】
《２１ 克拉》
《脱单告急》
《幕后玩家》

打猪草养猪到成为中国现代养猪业大咖
的非凡历程，以及他们身后的女人心甘

【优惠活动】
周四：
音天天有优惠：
周一至周四：
全天半价；
４Ｄ
周六／周日：
动画电影白天
动感电影特价４０ 元；
特价场；
特殊节假日除外。

情愿地“嫁给”养猪人的故事。

老中青三代上阵聚焦乡村畜牧
业振兴
诠释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关注我们】
◆优惠早知道：
订阅影城微信（嘉兴华庭国际影
城）
，
优惠活动率先知晓。
◆票务热线：
８２０５０１７７／８２０７９１１２

电影《二师兄来了》主演阵容囊括老
中青三代，围绕“徐氏猪业”三代人的养猪
历程，
展开一段接地气的喜剧故事。其中，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刘江，在片中饰演
“徐氏猪业”第一代徐靠山，刘江老师以
９３ 岁高龄，在本片中奉献了多场精彩戏
码。著名演员杜旭东在片中饰演“徐氏猪
业”第二代徐二碗，将一个养猪专业户、
“徐氏猪业”董事长演绎得生动有趣、性格
饱满。
“徐氏猪业”
第三代徐显龙由青年演
员杨磊饰演，片中他从一个怀着电影导演
梦的公子哥到扎根乡村振兴，接过祖辈父
辈的衣钵，完成了家乡畜牧业的升级，在
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
情。此外，
知名演员王菀晨、杜金京、李明、
彭秀萍、张艺心、宋维芝、张连文等，也在
影片中奉献了精彩的演技。
电影全程拍摄取景选在河南省漯河
市，漯河是一个以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

中山影城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鲜活事迹，讲述了

自国家层面，下到普通老百姓的关注，
“古

观 ３Ｄ电影 唯中山巨幕

一段围绕乡村振兴的接地气故事，生动

训传佳话，猪粮安天下”、
“豪门之内必有

４月１１日－４月１７日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共

猪”等影片传递的价值观，与当下农村振兴

正在热映

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针对《二师兄来了》

等无不契合。据导演朱丹介绍，电影《二师

全国上映的消息指出，漯河将以喜剧电

兄来了》在拍摄手法等方面，还使用了不少

《狂暴巨兽》
《湮灭》
《寻找罗麦》
《头号玩家》
《战神纪》
《西北风云》
《起跑线》

影《二师兄来了》公映为契机 ，奋力谱写

传统豫剧的表现手法，去呈现当下农村青

即将上映

漯河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年的恋爱，以及婆媳关 系、邻里关系等，
让

《犬之岛》
《脱单告急》
《２１ 克拉》

新篇章，漯河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整部电影生动接地气，完美呈现出一部
“新
农村喜剧”
该有的品质。

新农村喜剧冶
野
二师兄来了曳
接地气演绎现代
叶
农村爱情
电影《二师兄来了》在讲述“徐氏猪业”

产业的中国食品名城，牧业产值占农业

三代人故事的同时，还以“新农村喜剧”的

总产值的比重达 ５０％以上，畜牧业在全

架构，将现代农村的爱情、邻里关系、婆媳

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

关系等进行了生动、
接地气的演绎。
作为一

片《二师兄来了》正是基于漯河市畜牧业

个农业大国，关于“养猪”其实历来受到上

优惠活动
★会员特惠活动：
２Ｄ普通厅电影、
ＶＩＰ厅电影特价３０元，
３Ｄ普通厅
电影特价３５元，
巨幕厅电影４０元，
特殊影片需补
差价
（特殊节假日除外）
。
★信用卡
“１０元看２Ｄ电影，
２０元看３Ｄ／巨幕电影”
观影活动火热进行中
（特殊节日除外）
。
详情可登陆
★每周特惠：
周一至周三全天半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ｄｙ．ｎｅｔ／查 询 或 详 询 中 山 影 城
８２０６０００４ ８２０８５５５７

影城微信院
ｊｘｚｓｙｃ

动画大师格兰·基恩《奔月》启动 传递中国文化
东方梦工厂近期在上海举行最新动

“千里共明月”作为永久的纪念，也象征着

画电影 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ＯＯＮ（暂译《奔月》）

由他执导的《奔月》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本片导演、传奇动画大师 、奥

在格兰一周的行程中，他乘搭磁悬浮

斯卡金像奖得主格兰·基恩到会与媒体

列车、参观中国现代美术展览 ，前往世界

见面。据悉，这部冒险音乐动画电影讲述

第二摩天高楼
“上海中心”，体验了现代中

了小女孩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月亮女神，

国的高速发展；也前往上海博物馆、乌镇、

自己制作了火箭飞船并向月球进军的故

南浔、上海豫园等地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

事，片中将有大量中国元素。值得一提的

化、历史和民俗；期间他还兴致勃勃地前

是，此次导演格兰·基恩的中国之行，正

往上海一所普通小学及中国家庭中，亲身

是东方梦工厂为使所有原创电影作品准

和中国儿童及家庭交流沟通。这些都将成

确表达中国文化及内涵的重要组成部

为他之后在《奔月》中更准确地体现中国

分。

元素和文化的重要素材和灵感来源。格兰
活动期间，首次与中国媒体见面的

表示：
“这是一次震撼的灵感之旅，使我深

传奇动画大师格兰·基恩不仅做了精彩

刻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中家庭的重要性。我

的动画人生分享，更现场使用高科技 ＶＲ

非常荣幸可以和一户中国家庭一同围坐

设备配合 ＧｏｏｇｌｅＴｉｌｔＢｒｕｓｈ 软件在空中

国之行的精彩花絮，让观众充分感受到

在饭桌边用餐，我将永远铭记席间弥漫的

画出小美人鱼爱丽儿，寥寥数笔，便使现

了这位从业 ３８ 年的传奇动画大师对于

饭菜香以及爱和欢乐的气氛。这也正是我

场观众瞬间坠入由格兰为大家所描绘出

动画的热情以及他对于《奔月》这部富含

想通过《奔月》这部影 片所表达的核心理
念。”

的美丽童话世界中。之后格兰与东方梦

中国元素的影片的期待。在活动的最后，

工厂首席创意官周珮铃围绕《奔月》展开

格兰现场手绘了影片女主角 ＦＥＩＦＥＩ 的

了有关创意的对话，分享了格兰此次中

概念图，并用中国传统印章，在图上留下

据悉，
《奔月》预计将于 ２０２０ 年在中
国院线隆重上映。

影城新浪微博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
嘉兴首家电影博物馆主题影城
４月１１日－４月１７日

【影城介绍】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位于嘉兴市文
昌西路新文化广场，
影城 １ 个激光 ３Ｄ 影厅，
１ 个 ４Ｋ 影厅，
１ 个全景声 ３Ｄ 影厅以及 １ 个
电影历史放映设备展示厅，
共 ９７９ 个座位。
【正在热映】
３Ｄ 影片：
《狂暴巨兽》
《头号玩家》
２Ｄ 影片：
《犬之岛》
《湮灭》
《米花之味》
《２１ 克拉》
《脱单告急》
【即将上映】
《后来的我们》
《战神纪》
《幕后玩家》
《玛丽与魔女之花》
《低压槽：
欲望之城》
【优惠活动】
音会员狂欢·优惠畅影火热持续：全面特价
最低 ２０ 元起。
音关注影城微信服务号：新文化电影博物馆
影城，享会员手机购票。
【关注我们】
◆优惠早知道：订阅影城微信（嘉兴新文化
电影博物馆影城），
优惠活动率先知晓。
◆票务热线：８３６８８８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