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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动画电影《姜子牙》日前正

式宣布定档今年 10 月 1 日。影片同步

释出“太公归来”版定档预告，公布白发

太公回归“众神之长”的片段。

此次发布的定档预告颇有“回归”

感，传达出电影之于院线市场回归和

姜子牙之于“众神之长”回归的双重

含义。一方面，自春节前夕疫情暴

发，片方与影院市场均面临行业停摆

的艰难挑战。对于《姜子牙》而言，影

片曾在堪称“史上竞争最激烈的 2020
春节档”取得预售第二的成绩，但出

于公共安全考虑率先提出撤档，如今

又在影院仍处于复苏期时率先宣布

回归，被赞“有态度”；同时《姜子牙》

此番率先定档也希望能为影院市场

恢复常态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光线彩条屋影业“中国神话系

列”第二部，电影《姜子牙》历经四年制

作，始终备受关注。即便是在撤档后，

仍有许多观众以“自制应援歌曲”、“绘

制同人图”等多种方式表达对影片的期

待，更有诸多观众日复一日地给官微留

言“呼唤回归”。影片之所以深受观众

信任与喜爱，一方面离不开影片背后承

载的“国漫崛起”情怀。据悉，导演程腾

曾就职于美国梦工场动画，联合导演王

昕曾在国际顶级游戏动画公司暴雪担

任项目艺术总监，几位导演归国造梦，

创新使用“金字塔式、螺旋式迭代开发”

等先进经验，为国产动画工业化进行探

索。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片方“绝不糊

弄观众”的严谨态度。“大”到严格考究

中国元素，如采用“留白”的东方美学进

行场景构造，通过翻阅《封神演义《山海

经》、参考 3000 年出土的文物来对花

纹、法术等进行设计，力图呈现真实可

信的封神世界；小到考究每个细节，如

在三维动画中采用费时费力的全手绘

方式来保证材质质感，花费 10 个月精

细制作片头二维段落，其中单一画面的

PS 文件最多高达 600 多个图层，100%
国产团队为这部东方神话史诗国漫注

入了无数的心血。

《姜子牙》由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

司、光线彩条屋影业、中传合道、可可豆

动画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近日，海底小纵队 IP 首部

大电影《海底小纵队：火焰之环》发布

“各就各位”版海报和预告，海底小纵队

全员集结，向前方进发。这也是动画剧

集播出十年以来的首部大电影。在最

新曝光的海报中，巴克队长、呱唧、皮医

生搭乘着有“海上风筝”之称的魔鬼鱼

破浪前行，其他队员和螳螂虾紧随其

后。而在最新的预告中，这场不可思议

的海底冒险则初露真容，火山、地震、海

啸等海底危机爆发，小纵队成员们各就

各位，共同迎接这场挑战。全新装备超

能火山虾舰艇也开启螳螂虾模式，“铁

锤钳”、“螳螂跳”等绝招频出，帮助小纵

队成员们战胜危机。

电影《海底小纵队：火焰之环》是

《海底小纵队》动画剧集播出十年以来

的首部大电影。海底小纵队 IP 诞生于

2006年，2010年英国BBC首播动画版，

目前系列动画在豆瓣评分均值 8.8，国
内引进后，央视少儿收视和平均到达率

持续位居榜首。截至2019年12月，《海

底小纵队》系列动画在我国主流视频网

站及视频点播系统的点击量也已经累

计达到330亿。海底小纵队将海洋知识

植入到海底小纵队成员的探险故事中，

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寓

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在娱乐同时也能

增长知识。其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

深受家长和孩子的喜爱。作为一部适

合带娃观看的亲子电影，《海底小纵队：

火焰之环》将在10月1日国庆档登陆全

国影院。 （杜思梦）

本报讯 8月12日，由湖北长江电影

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保元里 9 号》新

闻发布会在武汉美术馆举行。

1949 年 5 月 16 日，在毛泽东、周恩

来等人亲自领导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二十万大军逼近武汉。与此同时，武汉

数千名中共地下工作者不畏流血牺牲，

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殊死斗争，最终

使得武汉这座历史名城得以和平解放，

创造了全国城市解放的新模式，为新中

国诞生做岀了重要贡献。

《保元里9号》根据武汉和平解放的

真实历史改编，以平凡的“小人物”的视

角，讲述了一群平凡却又伟大的地下工

作者不顾个人安危，为武汉和平解放，深

入国民党内部，全力策反国民党重要人

物，开展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

作为反映武汉解放历史的电影，影

片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生动

地阐释了“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

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的时代精神。该

片将真实还原武汉解放时期老街风貌，

同时融合谍战、悬疑、动作等元素，努力

打造华语电影谍战大制作。

电影《保元里 9 号》创作拍摄得到

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电影

局、武汉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大力支持。由湖北长江电影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天河电影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武汉晟世星辉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华越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武汉康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麦缇

瑞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

影片将于今年 10 月开机，预计

2021年7月1日左右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古装动作电影

《南侠展昭之困兽危笼》在象山影视

城杀青。影片由青年编剧戴庆辉创

作剧本，高成岗担纲执导，肖嘉宁、

曾嘉合作监制，牛修全担任总制片

人，汇集了陶帅、靳川川、韩聪聪、宋

楚炎、徐箭、高欣生、冯星绮、齐继

深、来玉等演员加盟；由陕西好故事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陕西齐步

走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河淌

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东辉博瑞

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作为

影片投资方联合出品。

《南侠展昭之困兽危笼》讲述

了展昭为调查蛊毒案，身陷死囚。

为了查明真相，被迫接受牢狱中的

生死对决战。展昭一路过关斩将，

在终极决战中竟遭遇锦毛鼠白玉

堂……监制肖嘉宁表示，展昭和白

玉堂一直是观众喜欢的组合。在此

次创作中，不仅重点突出牢狱中的

徒手搏击，同时也更加注重人物情

感的表现。

《南侠展昭之困兽危笼》导演高

成岗执导的作品《丢羊》和《雪.葬》

曾分别荣获第 17 届中国电影华表

奖优秀农村题材奖和第 42 届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中国主竞赛单元铜

奖。影片摄影马艳清、美术李秀彬

等也全是活跃在电影创作一线的优

秀电影人。在此次拍摄中，主创团

队冒着近 40 度的高温，全力以赴，

精益求精，希望能为观众呈现出一

部悬念迭出、节奏明快、情感丰富的

高品质动作电影。

据悉，《南侠展昭之困兽危笼》

将于明年3月份与观众见面。

（姬政鹏）

本报讯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

导的经典科幻烧脑电影《星际穿越》

自 8 月 2 日重映以来，掀观影热潮，

连续斩获票房榜日冠军、周冠军，截

至 8 月 13 日影片重映票房累计破

亿。伴随 8 月 28 日《盗梦空间》重

映、9月4日《信条》上映，“诺兰三连”

必将迸发新力量，三片连映以“三驾

马车”之姿助力电影市场回暖。

影院复工以来，众多新老大片

云集，带动了观众重回影院的观影

热情，其中《星际穿越》势头分外强

劲。在影院上座率受限的特殊情况

下，自 8 月 2 日复映以来，《星际穿

越》票房一路突飞猛进，上映首日票

房突破 1900 万元，创影院复工以来

单日票房纪录。随后《星际穿越》连

续斩获票房榜日冠军及周冠军，傲

人成绩甚至超越多部上映新片，成

功逆袭独占鳌头。截至 8 月 13 日，

《星际穿越》复映累积票房成功突破

1 亿元大关。这部曾斩获奥斯卡最

佳视效大奖的影片，首创的虫洞、黑

洞、五维空间影像已然成为经典。

电影凭借完美的银幕呈现和超越时

空的爱的力量“圈粉”，“诺兰再次用

颠覆性的视效，直达人们内心最脆

弱的地方”、“宇宙景色实在是太美

了，征服星辰大海，然后遇见爱，电

影结束时还不住地流泪”。

更令影迷兴奋的是，继《星际穿

越》之后，还有诺兰的佳作接连上

映。8 月 28 日，《盗梦空间》接棒登

场，这部豆瓣 TOP250 排名第 9 的力

作，今年迎来上映十周年的纪念日，

“盗梦十年”造梦不止，这一次重映

将带领观众再次遁入梦境，重温高

能烧脑的银幕奇境。9月 4日，诺兰

的最新力作《信条》压轴亮相，“逆转

时空”高概念设定，将如何重塑间谍

片这样电影类型已吊足观众胃口。

（杜思梦）

动画电影《姜子牙》定档国庆

《海底小纵队》首部大电影发“各就各位”版海报预告

《星际穿越》复映票房破亿

真实再现“武汉解放”

《保元里9号》10月开拍

古装动作片《南侠展昭之困兽危笼》杀青

本报讯 近日，第 58届纽约电影

节公布“主展映”单元入围名单，由

于疫情原因今年展映规模缩水至25
部，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一直游到

海水变蓝》和其监制宋方执导的剧

情片《平静》一同入选。

本次纽约电影节将在 9 月 17
日至 10 月 11 日期间举行。《一直游

到海水变蓝》今年初曾入围柏林电

影节展映单元，2019年 5月，几十位

作家来到山西汾阳的一个小村庄，

他们在这里谈论乡村与城市，文学

与现实。纪录片以此为序曲，交响

乐般地以 18 个章节讲述出 1949 年

以来的中国往事。

《平静》讲述了一个女导演与男

友分手后，独自漫游于日本、北京、

南京、香港各地，试图面对、平息内

心伤痛的故事。随着这段周游的经

历，她的精神和身体一起慢慢康复，

获得新的感受，感受到了平静。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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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影片

曝光终极预告。

预告展现了林格（李鸿其饰）与

邱倩（李一桐饰）如何相遇、相爱、相

守的画面，但一次意外打破了原本

的美好，林格不顾一切代价重启时

空，只为与邱倩重逢。绵延数十载、

至真至纯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不

少观众被影片奇幻设定吸引，也希

望能拥有“重启时空”的机会，弥补

遗憾，找回错过的爱情。 （影子）

本报讯 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武

侠电影《射雕英雄传之降龙十八掌》

日前杀青。杀青图再现郭靖“弓弯

有若满月，箭去恰如流星”的侠骨风

姿，构图上致敬了经典的 1983 版电

视剧。影片围绕少年郭靖初入江湖

后奇遇不断的热血成长经历展开，

将于2021年与观众见面。

此次，米和花影业制作的电影

《射雕英雄传之降龙十八掌》将聚焦

初涉江湖、充满少年意气的郭靖。

在这场由《九阴真经》引发的武林纷

争中，观众可以看到他淳朴刚正的

性格、“升级打怪”的江湖奇遇，以及

铸就侠肝义胆的热血成长之路。

影片由朱凌锋担任总导演，他

曾编剧、导演过网剧《欢喜密探》，由

其编剧、导演的贺岁喜剧电影《纯属

虚构》也即将上映。

（影子）

《射雕英雄传之降龙十八掌》杀青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入围纽约电影节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发终极预告

◎ 映画

《八佰》

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第 88

师 524 团团附谢晋元临危受命，率

领 400 余名官兵（外界称“八百壮

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主力

部队撤退。

上映日期：8月21日

类型：战争/历史

导演：管虎

编剧：管虎/葛瑞

主演：黄志忠/张俊一/欧豪/姜
武/张译/王千源

出品方：华谊兄弟/七印象文化

发行方：华谊兄弟/华影天下/阿
里影业/华夏/腾讯/七印象

《再见，陌生人》

一位正义的人民警察宋雅雯在

追查一起儿童拐卖案件时，牵扯出

一个连环拐卖团伙，并发现幼时在

福利院相依为命的玩伴牵扯其中，

在历经各种艰辛后，终于将整个拐

卖团伙绳之以法。当整个事件看似

完美结束的时候，宋雅雯却意外发

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上映日期：8月18日

类型：悬疑

导演：唐煌

编剧：龚建/汤咏静

主演：吴启华/王建军/陈昌旷/
胡原君

出品方：领行观达诣/大唐兄弟/
拍即合/炫酷广告

发行方：星空电影院线

《追梦险途》

庄严生意失败进入保险行业，

在保险行业经历了很多的客户因为

没有保险对痛苦的亲人放弃治疗。

正是经历了这些，让他从而改变了

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定位。

上映日期：8月19日

类型：剧情

导演：陈均成/郑民强

编剧：陈均成/裴磊/凌铭成

王峰雪

主演：王静/王同辉/孙洪涛

张云馨

出品方：战狼影视

发行方：寰球影视

《信念一生》

讲述了以殷培璞为代表的大骨

节病防治团队扎根病区半个多世

纪，驻扎病 区后，团队通过长期调

研，提出吃杂改水讲卫生，防治结

合，后又创办学校与地方群众同心

同德消除大骨节病的传奇故事。

上映日期：8月19日

类型：剧情

导演：寇淼

编剧：邢挺进/付贵平

主演：苏国涛/梁丽/刘亚津

罗京民

出品方：梦想流坊

发行方：梦想流坊

《格萨尔藏戏》

一个叫扎德的藏族小孩，迷恋

上了格萨尔王的文化，为此痴迷。

为了能跳格萨尔藏戏，他想过成为

僧侣。

上映日期：8月21日

类型：剧情

导演：嘉熙东强

编剧：嘉熙东强

主演：落周求吉尼玛/阿吾尼玛

本/彭措吉/叶西

出品方：拉智觉热民俗文化传

媒/圣影文化

发行方：谷泰映画

《北平会馆》

光怪陆离的超自然现象死亡、

令人凄神寒骨的人偶，让整个会馆

氤氲着死亡气息。海归女法医神秘

出现联手恐怖作家为解开迷局，不

顾生死闯入会馆，却让事情变得更

加扑朔迷离。

上映日期：8月20日

类型：悬疑

导演：李路

编剧：阮景东

主演：吴大可/朱梓瑜/刘亦彤

上淇

出品方：火星文化/嵩豪影业

迷笛文化/利美嘉亿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1/2的魔法》（美）

一对十几岁的兄弟，在他们尚

不更事时父亲便已离世，他们决定

进入这个幻想世界，与父亲共度最

后一段神奇的日子。

上映日期：8月19日

类型：动画/奇幻

导演：丹·斯坎隆

编剧：丹·斯坎隆/基思·布宁

配音：汤姆·赫兰德/克里斯·帕

拉特/茱莉亚·路易斯·德瑞弗斯

出品方：迪士尼

发行方：中影/华夏

《魔发精灵2》（美）

在一场将会远超精灵自己认知

的冒险中，波比和布兰发现自己只

是分散在六片大陆上的六个不同的

精灵部落之一，这六个部落分别擅

长六种不同的音乐：放克，乡村，电

音，古典，流行和摇滚。他们的世界

即将变得比原先大而响亮得多。

上映日期：8月21日

类型：动画/歌舞

导演：沃尔特·道恩/戴维·P·史

密斯

编剧：乔纳森·阿贝尔/格伦·伯

杰/玛雅·福布斯/华莱士·沃洛达斯

基/Elizabeth Tippet/托马斯·丹姆

配音：安娜·肯德里克/贾斯汀·
汀布莱克/蕾切尔·布鲁姆/詹姆斯·
柯登

出品方：环球影业

发行方：中影/华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