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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群携首部执导电影《为你写诗》
走进嘉兴高校
在第十届嘉兴大学生电影节火热进
行之际，１０ 月 ２５ 日晚，知名歌手吴克群

禾城影讯
华庭国际影城

嘉兴唯一 ４Ｄ 动感影厅
１１月１日－１１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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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怪大冒险》
４Ｄ 影片：
４Ｄ 影片：
《铁血战士》
３Ｄ 影片：
《铁血战士》
《雪怪大冒险》
２Ｄ 影片：
《无双》《找到你》
《嗝嗝老师》《午夜幽灵》《我的间谍前男友》
《宝贝儿》《无敌原始人》《功夫联盟》《昨日青空》《暮光·巴黎》《追鹰日记》
《阿拉姜色》《为你写诗》
《灵魂契约》《梦境之源》《黑暗迷宫》《滴答屋》
《流
《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冰封侠：时空行者》
浪猫鲍勃》
《飓风奇劫》《你美
丽了我的人生》《阴阳眼之瞳灵公馆》

带着他首部执导的电影作品《为你写诗》
现身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与大学生们分享
执导影片的心路历程。该影片已于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全国上映。
电影《为你写诗》由吴克群 、周依然、
周键铭等领衔主演，是一部青春爱情题材

【即将上映】
《毒液：致命守护者》
《你好，之华》
《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
《两个俏公主》
《三国
杀·幻》
《我的冤家是条狗》
《破梦游戏》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无名之辈》

电影。该电影讲述了男主角陈诗杰（吴克
群饰），发现自己心跳超过 １６０ 就可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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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电影白天特
动感电影特价 ４０ 元；
价场；
特殊节假日除外。

到过去，为了回到过去，他不断寻找方法
使自己心跳加速，在来来回回的过程中，
发现了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和想要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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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的故事。
活动现场，吴克群和同学们分享了自
己心跳超过 １６０ 的三个时刻：第一是写出
一首自己满意的歌曲时，非常激动和兴
奋；第 二是现在以导演的身份站在舞台

现场，对于互动话题“你想拍一部怎样的电

上，既紧张又激动；第三是不用刻意为未

影”，
同学们纷纷大开脑洞，天马行空的想

来考虑太多，勇敢地去做当下想做的事，

象令吴克群不停点赞。一位女生表示当天

不留遗憾。

是自己生日，想要得到吴克群 的祝福，吴克

“我想拍一部女侠题材的电影，因为
现实中总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来自

歌曲，现场关掉了照明灯，手机闪光灯开
始摇曳，在浪漫温馨的氛围中，现场齐唱
《为你写诗》。
路演最后，吴克群这样勉励同学们：

群当场演唱《祝你生日快乐》为她送上祝

当你有了要拍电影的念头，你要确定那是

福。

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当拍什么 、怎么拍之
吴克群表示，影片《为你写诗》表达的

类的问题找上你，你就要不断思考 ，慢慢

我想拍一部在城市里骑马的电影”
“我们每

主题是遗憾和后悔，与歌曲《为你写诗》没

抛开束缚，最后留下的 ，就是你最想要表

天都在角色转换中生活，我想拍一部一个

有任何联系。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

达的东西。

灵魂能够附着两个身体的电影”……活 动

做不可能的事……”作为吴克群最知名的

内蒙古，现在城市里堵车问题很普遍，所以

文 ／ 记者 范晓毓

之后迪斯尼推出的又一部真人童话电影。

《影》 等 １０ 部电影收获 １９．１ 亿档期
姑妈》

曾为《盗梦空间》等担任艺术指导并屡获

票房，表现平平。新片上映也依然没能掀

奥斯卡提名的盖·亨德里克斯·戴斯操刀

起票房热度，杨幂文艺片转型之作《宝贝

艺术视觉，该片还邀请到奥斯卡奖得主、

儿》、印度电影《嗝嗝老师》、吴克群导演处

传奇服装设计师詹妮·碧万为本片诸多人

女作《为你写诗》等话题影片票房均未达

物设计了各具特色的锦衣华服。而饰演女

预期。上周五最新上映的《铁血战士》也被

主角克拉拉的是 １１ 岁就上演大银幕首秀

业内人士认为，质量水准没有想象的那么

的麦肯芝·弗依，她曾先后出演 《暮光之

高，是此波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最大原因。

城：破晓》
《星际穿越》等好莱坞大片。

１１ 月，进口片增多。至于它们表现如

动物城冶
原班人马打造续集
野

何，还需拭目以待。
目前定档的进口片，包括 １１ 月 １ 日的

拥有“最萌身材差”的拉尔夫和云妮

《滴答屋》、１１ 月 ２ 日的《胡桃夹子和四个

洛普则将继续搭档大闹动画电影《无敌破

王国》、１１ 月 ９ 日的 《毒液》、１１ 月 １６ 日的

坏王》，新一集由《疯狂动物城》原班人马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１１ 月 ２３ 日的

打造，男、女主角将在广阔炫酷的互联网

《无敌破坏王 ２》、１１ 月 ３０ 日的 《摘金奇

由《哈利·波特》作者 Ｊ·Ｋ 罗琳创作。片中，

开启新冒险。片中，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

缘》等。此外，１２ 月 ７ 日，院线则将迎来比

瑰丽神奇的魔法世界和形形色色的神奇

网，拉尔夫不知所措，云妮洛普却一见钟

北美上映提前两周的《海王》。

动物将再度令观众大饱眼福，霍格沃茨魔

情，面对友情考验的两人将如何选择？导

法学校、邓布利多、厄里斯魔镜等哈利·波

演里奇·摩尔形容为：
“两个小镇上长大的

两部魔幻片卖相佳

特元素将重返银幕 。

从目前定档的进口片看 ，题材、类型
较为丰富。主打魔幻题材的有《滴答屋》

孩子来到了大都市，一个爱上城市，另一
个却迫不及待想回家。”

美少女主演真人童话电影

片中巧妙引入大量 ＩＰ，包括《超能陆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前者为著名

超级英雄片有汤姆·哈迪主演的 《毒

《玩具总动员》中的巴斯
战队》中的大白 、

导演斯皮尔伯格旗下安培林娱乐 ２０１８ 年

液》和“惊悚片大师”温子仁执导的《海

光年、钢铁侠、白雪公主、
《冰雪奇缘》中的

的重磅力作（口碑、票房均创佳绩的《头号

王》，从题材到视觉奇观，这两部电影引爆

艾莎和安娜、花木兰等经典形象将通过本

玩家》就是出自该公司），由《功夫熊猫》主

影迷期待，被视为有望创下票房奇迹的种

片首度集结。

角阿宝配音演员杰克·布莱克、
《指环王》

子选手。

系列精灵女王扮演者凯特·布兰切特及欧
文·瓦卡罗等人主演。
后者则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续作，

正在热映
《滴答屋》
《黑暗迷宫》
《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
《铁血战士》
《冰封侠：
时空行者》
《飓风奇劫》
即将上映

１１ 月影市：童话
“公主”
们将首度集结
１０ 月即将结束，电影《无双》
《李茶的

中山影城

观 ３Ｄ电影 唯中山巨幕
１１月１日－１１月７日

此外，前不久在北美大红的浪漫爱情

迪斯尼公司将带来两部作品，一部是

喜剧《摘金奇缘》实力也不容小觑。如此之

根据家喻户晓的同名童话经典改编的《胡

多卖相颇佳的电影即将登场，对于影迷或

桃夹子和四个王国》，是继《美女与野兽》

市场来说无疑是福利。

《毒液》
《你好，
之华》
《名侦探柯南：
零的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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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周特惠：
周一至周三全天半价，
详情可登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ｄｙ．ｎｅｔ／查 询 或 详 询 中 山 影 城
８２０６０００４ ８２０８５５５７

影城微信院
ｊｘｚｓ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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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１日－１１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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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隶属于嘉兴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重磅打造的兼有电影历史博物馆
和电影城双重性质的综合体系影城。
影城 ２ 个
激光 ３Ｄ 影厅，１ 个 ４Ｋ 影厅，１ 个全景声 ３Ｄ
影厅，共 １０５４ 个座位。
【正在热映】
３Ｄ 影片：
《毒液：致命守护者》《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
２Ｄ 影片：
《你好，之华》
《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
《我的冤家是条狗》
《破梦游戏》
【即将上映】
《神奇动物：
格林德沃之罪》
《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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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