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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郑晓龙执导、王

小平编剧、关晓彤、迪伦·斯普罗斯、

姜文、胡军、苏菲·玛索等领衔主演的

战争奇幻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

首曝“魔咒降临”版海报，故事本身

宏大的世界观被充分展露，与此同时

海报上“三色镯”所蕴含的神秘力量

冥冥之中暗流涌动，昭示着一场一触

即发的帝国战争。

影片的创作灵感受启发于世界

十大歌剧之一《图兰朵》，将奇幻元

素与充满东方文化色彩的内容进行

了融合，开创性地用“三色镯之谜”

解构经典之作。帝国战争、帝都盛

世，再配以璀璨烟火、纺织文化等中

国传统元素打造完美视效，重现这

场充满魅力、动人心魄的东方传奇

故事。

影片主创阵容群星闪耀，关晓彤

饰演图兰朵公主，实力派演员姜文、

胡军鼎力出演。影片不仅有迪伦·斯

普罗斯作为男主加盟，更有“法兰西

玫瑰”之称的苏菲·玛索倾情演绎，其

如梦如幻的气质和深入人心的演技，

更让这出帝国大戏饱含传奇色彩与

国际视野。

（影子）

《李畋传奇》

讲述 1300 年前出生在位处湘赣

两省的醴陵、萍乡、浏阳三地交界的

麻石村李畋，发明爆竹、造福桑梓的

传奇人生故事。

上映日期：8月10日

类型：动作/爱情

导演：裘孝国

编剧：宋永明/李性虎/文常敏

主演：张旸/乔牧/孙晨曦/马君

出品方：新三润集团

发行方：潇湘星际影视

《禹神传之王者少年》

讲述了一代人王大禹的少年时

代历经磨难，带领族人守护家园，与

洪水猛兽斗争的传奇故事。

上映日期：8月15日

类型：动画/冒险

导演：李金保

编剧：徐琪

出品方：橡树动画

发行方：橡树动画

《街舞青春》

从小就有跳舞天分的少年张韵

翰，父亲沉迷于赌博，母亲在自己很

小时就因为过度操劳而过世，他在家

庭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

的舞蹈梦想，参加了首届全国街舞大

赛赢得冠军并替父亲还清赌债。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李小杰

编剧：王楠楠/高立言

主演：李妍心/黄鸿升/纪源/陈佩江

出品方：家乐影业/步天影业/群
星影视

发行方：家乐影业/通影文化

《父亲的回忆》

失去老伴多年的老父亲独自生

活，子女们各自忙碌着生活。中秋节

前，小女儿做了一个梦，梦见逝去的

母亲变成了鸽子飞在天空，她给老父

亲带来了两只鸽子。在与鸽子相处

的过程中，老父亲开始回忆过往的

岁月。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剧情

导演：明国升

主演：明学文/明爱菊/明子凯

出品方：嘉星一族

发行方：谷泰映画

《天下无毒》

从小被毒品害得家破人亡的周

婷长大后加入缉毒队伍，她深入毒

窝，与毒贩们斗智斗勇，面对身为毒

枭的亲生父亲也毫不留情，配合警方

将一个跨国制贩毒集团一网打尽。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剧情

导演：谭鑫铭

编剧：鄢满英

主演：刘之冰/奚望/胡建林/茹萍

出品方：四方影视

发行方：小象快跑文化

《我要太阳》

李淑芬带着女儿李秋桐，继父酗

酒无度，常常打骂李淑芬妻女两人。

终于，继父将魔爪伸向了年幼的李秋

桐。李淑芬打算杀掉继父，然而，因

为杀人未遂，被捕入狱。看似偶然的

到来，背后却是一场精心的布局。李

秋桐被狱警白百灵收养，似乎一切都

远离了恶魔的控制……

上映日期：8月15日

类型：剧情

导演：刘建

编剧：苏莎/毕于臣

主演：于滨滨/刘凯龙/何沂轩

出品方：首艺文化

发行方：谷泰映画

《辣警霸王花：澳门行动》（中国香港）

霸王花精英阿尔玛与国际刑警

梓涵共同执行一项护送任务，途中遭

遇歹徒袭击，两人联合澳门警方展开

抓捕行动，成功抓获嫌疑人。不料，

匪徒反击逃之夭夭，一段陈年往事也

随之揭开，霸王花小队踏上了正义的

追击之路。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动作/剧情

导演：李志伦

编剧：徐明華/積奇兄弟/林小敷

主演：谭耀文/唐文龙/梁琤/何珮瑜

出品方：益思文化

发行方：帧画面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美）

警员麦克遭遇神秘黑帮势力的

暗杀伏击，为了迎战势力庞大，火力

惊人的黑帮分子，解决隐藏在暗处的

危机，麦克找回曾经的搭档马库斯，

在迈阿密街头与黑帮展开空前绝后

的飙车枪战大戏。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动作/喜剧

导演：阿迪尔·埃尔·阿比/比拉

勒·法拉赫

编剧：克里斯·布雷姆纳/乔·卡纳

汉/乔治·加洛/大卫·古根海姆/安东

尼·塔姆巴基斯

主演：威尔·史密斯/马丁·劳伦

斯/凡妮莎·哈金斯

出品方：哥伦比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近日，克里斯托弗·诺兰

执导的经典电影《盗梦空间》宣布将

于 8 月 28 日在内地重映。《盗梦空

间》2010 年问世，今年恰好是该片上

映十周年。该片当年在内地拿到了

4.62 亿的票房。

目前，诺兰的另一部电影《星际

穿越》正在内地重映中，最新作品《信

条》已经过审，将于九月初公映。

（林琳）

本报讯 日前，电影《极净之路》在

西藏当雄举行开机揭幕仪式。该片

是一部以藏地音乐旅行为主要题材

拍摄的电影，由秦万民担当总导演，

马云龙担任影片导演。

《极净之路》以当雄的音乐为元

素，以多线叙事的手法展现故事情

节。影片中的六位角色，怀抱着不同

的原因来到西藏，通过时间和空间的

交错，在这趟心灵之旅中相交相会。

开机当日正值当雄一年一度的

“当吉仁赛马节”，“当吉仁”在藏语中

意为当雄最舒服的季节，又有赛马节

之意。每年 8 月 8 日，来自西藏各地

的牧民和游客一齐汇聚当雄，共同欢

庆。此次为期一周的开幕式极为盛

大，当五色烟火腾空，宣布 2020 当吉

仁赛马节正式开幕并为电影《极净之

路》开机揭牌。

（林琳）

本报讯 8月10日，由北野武执

导的经典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发

布中字海报及剧照，影片确认引进

内地，具体上映日期尚未公布。据

悉，这将是北野武的作品首次在内

地院线公映。

《菊次郎的夏天》讲述了自幼

丧父同奶奶一起生活的小学三年

级男孩正男（关口雄介 饰）为了寻

找母亲，暑假中在邻居阿姨（岸本

加世子 饰）及其游手好闲的老公菊

次郎（北野武 饰）的帮助下，踏上了

一场充满奇遇的温情夏日之旅。

（影子）

本报讯 8月9日，王晶新作《新

倚天屠龙记》的主演林峰与文咏珊

发文宣布该片杀青，并晒出一组剧

组合照。照片中，十余位演员出席

了剧组的杀青宴，位于“C位”的王

晶看起来精神饱满心情佳，主创们

互相簇拥，感情要好。林峰在晒照

时表示，“感谢这半年里台前幕后

的兄弟姐妹们辛劳的付出，让我们

一起期待。”同时，文咏珊饰演的赵

敏片场造型释出，英气十足。

据悉，该片的剧情将延续1993
年的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

主》，讲述张无忌前往大都寻找赵

敏的故事，上映时间待定。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国产动画电影

《木兰：横空出世》发布定档版

海 报 ，确 定 将 于 10 月 1 日 上

映。从海报中可以看出，影片

还是基于传统的花木兰替父从

军故事改编。

花木兰在海报中以背影亮相，

身上的战袍和红色头绳十分醒目，

在她面前，敌人的骑兵已经列阵准

备进行一轮进攻。

《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等诗句也出现在

背景中，被花木兰的宝剑寒光

照亮，带来充满中式美学的视

觉冲击。 （影子）

本报讯 即将于 8月 19日中国医

师节全国公映的医疗现实题材电影

《信念一生》近日发布终极海报。电

影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

科专家殷培璞教授的真实故事改

编，由青年导演寇淼执导，为大家谱

写了一曲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动

人赞歌。

最新发布的终极海报采用暖金

色调，呈现给大众一种坚定、深沉但

又不乏温暖的视觉体验。海报中由

“老戏骨”演员苏国涛、梁丽、刘亚津、

罗京民、李桂莲组成的“信念天团”出

现在信念之光上方，神情坚定，目视

远方。海报中那只翱翔展翅的雄鹰，

十分引人关注，它是海报的点睛之

笔，也寓意医学信念的传承会像雄鹰

般勇敢和坚定。 （林琳）

本报讯 8月 10日，由马思纯、钟

楚曦、黄景瑜主演，陈正道监制，徐展

雄自编自导，藤井树担任制片人的电

影《荞麦疯长》发布终极预告及终极

海报。

预告以现实笔触刻画主人公为

爱情和理想所遭受的严苛考验，马思

纯、钟楚曦、黄景瑜绝望爆发牵动人

心，三人情感关系扑朔迷离或成最大

看点。终极海报中，马思纯、钟楚曦、

黄景瑜三人亲密相拥，笑容明媚。海

报以温暖明亮的色调为主，一侧写

着、“相信爱情，坚持理想”的美好寄

语，一派温馨幸福的氛围。

导演管虎在《荞麦疯长》中任艺

术总监和总策划，他在接受采访时讲

述了自己与《荞麦疯长》的奇妙缘

分。“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我是创投评委会主席。《荞麦疯长》在

一众剧本里面气质很独特，以前没见

过，很新鲜的感觉。它很真实地展示

90年代，小镇青年的爱情、梦想和到

大城市的反差，我对这个项目很有信

心。”

《荞麦疯长》将于 8 月 25 日全国

上映，现已开启预售。

（林琳）

苏菲·玛索携手姜文关晓彤

《图兰朵》发“魔咒降临”版海报

爱情题材《荞麦疯长》发终极预告

医疗题材《信念一生》发终极海报

《木兰：横空出世》定档10月1日 王晶新作《新倚天屠龙记》杀青

《菊次郎的夏天》确认引进

藏地音乐旅行电影《极净之路》开机

《盗梦空间》8月28日内地重映

本报讯《寻梦环游记》金牌团

队打造、迪士尼皮克斯全新力作

《1/2魔法》国内定档 8月 19日。漫

威英雄变身魔法兄弟“小蜘蛛”汤

姆·赫兰德与“星爵”克里斯·帕拉

特平行世界再相聚，开启笑泪齐飞

的魔法冒险。影片今年3月6日曾

在北美上映。

《1/2 魔法》设定在一个由精

灵、巨魔和幽灵等组成的郊外幻想

世界，在那里独角兽在垃圾桶中穿

行，像是有着糖果条纹的负鼠。提

供了一个前提，即魔法是真实的，但

它早已被现代技术所遗忘和取代。

该片由《怪兽大学》导演丹·斯

坎隆执导，《寻梦环游记》金奖班底

倾力打造，在限时24小时的魔法旅

程之下，更包含着亲情、信任、陪伴

等主题，打造年度治愈之旅。

（影子）

本报讯 电影《电力之战》近日

确定8月28日登陆内地大银幕。

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尼

古拉斯·霍尔特、迈克尔·珊农和

汤姆·赫兰德主演的《电力之战》

改编自真实事件，展现的是 19 世

纪末期发明大王爱迪生和尼古拉

斯.特斯拉之间关于直流电与交流

电的争执。

（影子）

本报讯 由中野量太执导，苍井

优、竹内结子、松原智惠子、山崎努

等人气实力派演员主演的日影治

愈系佳作《漫长的告别》近日发布

定档海报及“笑泪交织”预告，同时

宣布定档8月28日上映。

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中岛京

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父亲被确

诊为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七年间

如何与家人在逐渐消失的记忆中

慢慢告别的温情故事。发布的海

报中，一家人在梦幻的旋转木马

前，定格父亲记忆中一段美好的

画面。记忆会消失，但爱不会。

电影中总是出现的三把雨伞，代

表着父亲心里一直牵挂的妻子和

孩子们。

（影子）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

公司出品的《小妇人》重新定档8月

25日，并发布“情定七夕”版海报预

告。从年初的情人节到七夕，历经

半年多的等待，这部被网友“花式

催更”的奥斯卡获奖佳作终于重回

院线。四次入围奥斯卡的“潜力

股”西尔莎·罗南与“甜茶”蒂莫西·
柴勒梅德继《伯德小姐》之后，再度

同框饰演“神仙CP”。

《小妇人》由奥斯卡提名导演

格蕾塔·葛韦格（《伯德小姐》）担当

编剧和导演，将露易莎·梅·奥尔科

特的同名经典小说再度搬上银

幕。影片讲述了马奇家四姐妹的

亲情、爱情和成长的故事。四个姐

妹和而不同，关于女性的自我觉

醒，对独立的追求，关于个人和家

庭的选择，她们诠释得淋漓尽致。

（林琳）

《电力之战》国内定档8月28日

《1/2魔法》国内定档8月19日《小妇人》定档8月25日

《漫长的告别》8月28日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