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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为献礼建党一百周

年，由圣希影视、保利影业、章鱼影

业、福建浩国影业共同出品，中国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联合摄制的一

部以少先队为背景题材的影片《同

学们好》，真实展现当代中国少年

儿童的生活面貌及少先队队员的

思想动态。

近日，电影《同学们好》主创团

队来到厦门采风，并由探访厦门何

厝小学英雄小八路纪念馆开始，参

观英雄小八路纪念馆，听取纪念馆

老师的介绍，了解少先队的由来，

了解在战乱年代，少先队的英勇事

迹，感受那不屈不挠、不畏艰险，坚

韧不拔的“英雄小八路”精神。

随 后 ，主 创 团 队 采 访 了 当 年

“英雄小八路”成员们，倾听老英雄

们重温 59 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

月，相信这将会是一份珍惜的历史

记忆，也会对电影《同学们好》的观

众们产生深深的鼓舞与激励。

影片《同学们好》主要通过讲

述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小朋友童子

健因妈妈近期出差，于是将儿子暂

时送回国内和爸爸一起生活。由

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子健在学校

闹出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最终在

同学们的帮助和老师家长的教育

下，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少先队队员

的故事，弘扬青少年不畏艰难，积

极向上的精神 ，体 现 当 代 少 先 队

队员的精神面貌以及积极向上的

学习态度。旨在传播弘扬新时代

背 景 下 ，继 承 和 发 扬“ 英 雄 小 八

路”的精神，学习他们勇敢无畏，

不怕困难，爱党爱国爱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

据悉，该片由青年影视投资人

蒋希希担任总制片人、滕华涛导演

监制、方刚亮导演执导，李佳音编

剧，国内一线实力演员参演。近

期，该片主创已完成在厦门的前期

采风工作以及剧本研讨会，预计今

年下半年在厦门完成取景拍摄，献

礼 2021 年的建党 100 周年。

（任可）

儿童题材影片《同学们好》厦门采风

本报讯 为庆祝“哈利·波特”系列图

书引进中国20周年，根据 J.K.罗琳畅销小

说“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改编的电影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推出全新4K修复

3D版，将于 8月 14日登陆中国市场。影

片近日曝光“传世经典”版预告，同时宣布

影片预售全面开启。

此次曝光的“传世经典”版预告带观众

重温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经典台

词和非凡成就。随着海格那句“你是一名

巫师，哈利”，一场震撼人心的魔法世界冒

险之旅开启征程，而“哈利·波特”系列也是

一路狂揽佳绩，成为风靡全球的超级 IP。
其中“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在全球超过200
个国家以75种语言出版，二十多年来仍霸

占多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列，揽获安徒生文

学奖、雨果最佳年度小说奖等众多国际重

要奖项。而根据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同样

惊艳银幕，“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全球票房

突破77亿美元，一举成为全球卖座的系列

电影之一。与“哈利·波特”相关的游戏、主

题公园、舞台剧也无一不成为“爆款”。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

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艾玛·沃

森、鲁伯特·格林特等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姚婷婷执导，江志强监

制，李鸿其、李一桐主演的奇幻爱情电

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将于“七夕情

人节”全国上映。近日，影片最新发布

“爱你很久”特辑和“再遇见”版海报。

特辑以李鸿其视角，诠释了他因时空

重置，和女主李一桐一次次相遇、相爱

却被遗忘的心声。一句“初次见面，却

爱你很久”的无声告白，道出男主“一

生只爱一人”的痴心相守。凭借独具

告白气息的片名和温暖治愈的纯爱故

事，不少情侣们纷纷预定观影，“2020
年第一场爱情电影，要和最爱的人一

起去看。”

在最新释出的“再遇见”版海报，

林格邱倩相遇却错过的一幕，与“爱你

很久”特辑相呼应，印证了林格默默守

候挚爱的无悔付出。“这个世界还是有

爱情存在的，只要我愿意等”、“不奢求

任何事，只要静静陪在她身边，知道她

在就足够”……这些戳心的网友评论，

体现了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用动

人的爱情故事传递温暖，令观众们重

拾对爱情的信心。

电影独具气质的片名和久违的纯

爱剧情，与今年影院复业后的第一个情

人节档期十分契合，一时间备受大众关

注，更戳中无数情侣们的情绪痛点，“突

然想打电话约前任看这场电影”；“错过

了情人节和520，好不容易等到七夕，不

想再和她错过 2020第一场爱情电影”；

“17年《前任3》，18年《后来的我们》，19
年《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都是自己看

的，但今年《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想跟他

一起看。”随着电影即将上映，不少情侣

们已自发相约“七夕”共赴一场关于“时

间尽头”的影院之约。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根据郑

执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由姚婷婷执导，

江志强监制，李鸿其、李一桐主演，阿

里巴巴影业集团、宸铭影业（上海）有

限公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万诱引力

甲有限公司、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

限公司、北京中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

有限公司出品，是阿里影业“锦橙合

制”计划又一力作。 （木夕）

本报讯 作为影院复工后首批上

映的作品之一，法国治愈系电影《白

狮奇缘》7月 31日登陆中国影院。影

片凭借“猛”宠白狮查理、非洲狂野人

文景观以及发人深省的人与自然探

讨，各购票平台上收获网友好评，也

成为同档期上映新片中评分最高的

影片。

《白狮奇缘》作为一部“硬核”治

愈电影，白狮查理的“猛”宠属性，深

入人心。让观众在离开影院后还念

念不忘，网上评论区惊现观影“后遗

症”：“想Rua小狮子”、“骗我养白狮”、

“白狮掉毛吗？”、“小狮子去哪里领”、

“十级撸猫选手来报道”各种趣味内

容纷纷表达对这只来自非洲的稀有

动物的热爱。诸多家有宠物的影迷

更表示：“我也养猫，看完后特别有感

触”、“只想立刻回家撸猫，以化解双

手想要撸白狮的欲望。”而女孩米娅

与白狮查理之间不离不弃一路陪伴

的感情，更是打动了很多女性观众。

电影除了将人与野生动物亲密

关系进行童话手法般的阐释，也将

“罐头狩猎”这一残酷事实进行了呈

现，观众纷纷表示“看到最后很痛

心”，“有时候人比野兽还要凶残”。

关于“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

然”到底该如何相处，观众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有

那么难吗？”；“善待动物就是善待自

己和地球”；“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发

展的规律”；“某些人脆弱的自信心要

建立在射杀狮子的活动中，太无耻

了”；“消灭困猎任重而道远”。《白狮

奇缘》印证了光影的力量绝不仅仅是

欢乐，还有反思和拷问。

电影《白狮奇缘》由法国映欧嘉

纳影业出品，中影集团进口，华夏发

行，上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

译制。

（杜思梦）

本报讯 国产影片《八佰》近日发

布定档海报，宣布于 8 月 21 日全国上

映。作为复工后首部华语商业大片，

《八佰》吹响了鼓舞人心的号角。

《八佰》取材于 1937 年淞沪会战

末期，八百壮士留守四行仓库，顽强抗

战四天四夜，坚守上海最后防线的故

事。导演管虎率领业内最顶级制作班

底，筹备十年，实景重现 1937 年苏州

河两岸风貌。《八佰》是亚洲首部使用

IMAX摄影机拍摄的商业电影，为影院

复工带来最强视听盛宴，堪称中国电

影工业化里程碑之作。戏里戏外，《八

佰》都当之无愧是一部极具使命感、担

当感的电影。

影片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北京七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山南光线

影业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七印象（佛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中英文创文化有

限公司、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河南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云图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英雄互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一响天开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伯乐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优酷电影有限公司、华鸣星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 （木夕）

《旺扎的雨靴》

生活在藏地农区的小男孩旺扎

一直想拥有一双漂亮的雨靴。然

而，等他拥有了一双雨靴之后，却一

直没有下雨。他盼望下一场大雨从

而能够在雨天穿上这双雨靴。

上映日期：8月7日

类型：剧情

导演：拉华加

编剧：拉华加

主演：周拉多杰/金巴/才多/东
主才郎

出品方：原石文化/青年电影制

片厂/喀哇坚影

发行方：路画影视

《无辜囚徒》

陆景童年遭受性侵后一直难以

走出噩梦阴影,与有相同经历的青

年女画家宋清歌相互依赖,相互舔

舐心灵伤口,但因两人生活态度和

人生际遇不同,生命轨迹发生分化,

最后一生一死。

上映日期：8月7日

类型：剧情

导演：戴维

编剧：廖左右

主演：童苡萱/史元庭/栾蕾英/
钟小丹

出品方：榕树花开/影世文化

发行方：华夏

《1917》（美）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激烈之

际，两名年轻的英国士兵斯科菲尔

德和布雷克受到指派，执行一场看

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必须和

时间赛跑，冒险进入敌区传递一个

重要情报，试图阻止一场对1600名

士兵的致命攻击，这其中包括布雷

克的亲兄弟。

上映日期：8月7日

类型：剧情/战争

导演：萨姆·门德斯

编剧：萨姆·门德斯/克里斯蒂·
威尔逊·凯恩斯

主演：乔治·麦凯/迪恩·查尔

斯·查普曼/科林·费尔斯

出品方：梦工场/信实娱乐/新
共和国影业/阿里影业

发行方：中影

《极速车王》（美）

亨利·福特二世、天才企业家

李·艾柯卡和赛车冠军肯·迈尔斯、

工程师卡罗尔·谢尔比一起经营福

特公司，制造梦幻跑车福特GT40，

并最终成为第一支勒芒耐力赛冠军

的美国车队。

上映日期：8月7日

类型：动作/传记

导演：詹姆斯·曼高德

编剧：杰斯·巴特沃斯/约翰·亨

利·巴特沃斯/贾森·凯勒

主演：马特·达蒙/克里斯蒂安·
贝尔/乔·博恩瑟/诺亚·尤佩

出品方：二十世纪福斯

发行方：中影/华夏

《初恋这首情歌》（爱尔兰/英）

上世纪80年代，转校的康纳正

在感觉生活毫无意义之际，遇到了

青少女蕾菲娜，为了追求女神组建

了一支野鸡乐队却收获意外果实。

上映日期：8月7日

类型：歌舞/喜剧/爱情

导演：约翰·卡尼

编剧：约翰·卡尼

主演：露西·宝通/玛利亚·多

耶·肯尼迪/杰克·莱诺

出 品 方 ：Cosmo Films/Dis⁃
tressed Films/FilmWave/Likely Story/
Palm-Star Entertainment

◎ 映画

《八佰》定档8月21日

本报讯 8 月 1 日，科幻电影《沙

丘》（暂译）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亮

相上影节电影学堂。现场，他与中

国观众分享自己和电影的渊源以及

作为导演的成长之路，同时分享了

新作《沙丘》的最新进展。在谈起与

“甜茶”提莫西·查拉梅、张震等人在

《沙丘》中的合作感受时，维伦纽瓦

直言，“甜茶”是他心目中《沙丘》男

主第一人选，也被张震自然的表演

深深打动，称赞张震是他在这个世

界上最喜欢的演员之一。

维伦纽瓦早年凭借《迷情漩

涡》、《理工学院》、《焦土之城》进入

公众视线，这三部影片使他获得加

拿大电影最高荣誉——吉尼奖的最

佳电影奖和最佳导演奖，其中《焦土

之城》代表加拿大入围角逐第 83届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将科幻场景放到真实环境里拍

摄是维伦纽瓦新片《沙丘》的一大看

点，他透露，不愿在绿幕面前拍科幻

片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演员。

《沙丘》汇集了提莫西·查拉梅、

乔什·布洛林、杰森·莫玛、奥斯卡·
伊萨克、哈维尔·巴登、戴夫·巴蒂斯

塔、夏洛特·兰普林、斯特兰·斯卡斯

加德以及中国演员张震等全球顶尖

表演者，维伦纽瓦将此归功于《沙

丘》作为科幻传奇之作的魅力，“归

根结底，电影的灵魂是台词和演员，

为了最大能量地释放这个灵魂，你

需要去激发演员。而激发演员，我

认为大量的‘真实’元素很重要”。

维伦纽瓦透露，追求自然的表

演，真实场景是他为演员打造的创

作空间，也要选择最合适的人选，

“提莫西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就是我

心目中的保罗·厄崔迪。首先他是

一个现象级的演员，他极具深度，有

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他也是一个真

正的电影明星，当你将镜头对准他，

就像摄像机突然被他吸引住一样，

这也是保罗需要具备的特质，成为

一个领袖的他需要这种魅力，而提

莫西正有着这种魅力。”这也是《沙

丘》选择张震的最重要原因：“我从

90 年代王家卫的电影开始就关注

他，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

演员之一，我在很多电影里看到过

他，被他自然的表演深深打动。”

《沙丘》改编自弗兰克·赫伯特

小说，是传奇影业近期的重点电影

项目之一，在本届上影节举行的金

爵电影论坛上，传奇东方首席执行

官刘思汝曾透露《沙丘》正按步推进

中，而传奇影业其他重点项目如《哥

斯拉大战金刚》（暂译）、《福尔摩斯

小姐》（暂译）也在有序推进中，其中

《哥斯拉大战金刚》预计明年与观众

见面。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

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8月2日重映，

引发观影热潮，影片单日票房突破

1970万元，创影院复工以来单日票房

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影片评分也伴

随重映一路高涨，目前该片获得猫眼

9.4分、淘票票 9.3分、豆瓣 9.3分的超

高评分，这也令观众对导演诺兰的新

作《信条》充满期待。

对于《星际穿越》重映，不少网友

感叹想看 IMAX却一票难求。与此同

时，《星际穿越》的重映也引发了观众

对电影的热议，#星际穿越重映#等话

题接连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表示经

典永不过时，“看了好几遍还是想去影

院，诺兰导演搭配汉斯·季默音乐，在

电影院绝对是极致享受”，“太震撼了，

每次看完走出影厅都是失重的感觉”，

“小时候不太看得懂，这一次重温才真

正感受到电影的深邃”，“又一次哭花

了妆，唯有爱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

伴随着观众的好评，《星际穿越》在各

平台评分也一路看涨，尤其该片在淘

票票平台上的评分飙升至9.3分。

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由华纳兄

弟出品，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正在

全国院线热映。

（杜思梦）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七夕”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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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狮奇缘》引发“云撸狮观影后遗症”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预售开启 诺兰《星际穿越》复映

创影院复工后单日票房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