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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友是机器人》
定档9月11日

◎ 映画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林格人生所有美好的记忆，都

与邱倩有关。一场意外、一块神奇

的表彻底改变了两人的人生，时空

不断被重置，唯一不变的，是爱你

如初的心。

上映日期：8月25日

类型：爱情/奇幻

导演：姚婷婷

编剧：刘迟/郑执

主演：李鸿其/李一桐/范伟/张超

出品方：阿里影业/宸铭影业/
安乐/万诱引力/中联华盟

发行方：淘飘飘/安乐

《荞麦疯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入社会的

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追求新生

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可思议的

命运考验。他们在蓬勃发展的90

年代，与梦想一同升腾幻灭，又绝

处逢生。

上映日期：8月25日

类型：爱情

导演：徐展雄

编剧：徐展雄

主演：马思纯/钟楚曦/黄景瑜/
王砚辉

出品方：井树文化/光线影业

发行方：光线影业

《无“疯”也起浪》

讲述了两个兄弟为了梦想和

爱情，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

的爆笑故事。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李智

编剧：李智

主演：王成思/陶亮/冯秦川

出品方：理智影业

发行方：理智影业

《今生只为遇见你》

亮子在即将踏进婚礼殿堂的

一刻，突然放弃婚礼逃跑了。他要

找初恋情人司恬。司恬因为受伤

失忆已经不认识亮子……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康与江

编剧：康与江

主演：田志斌/于苏桐/何海蓝/
楚建

出品方：北斗星影视

发行方：中影数字

《城市梦》

这是一部关于武汉的故事；关

于城管和小贩的故事；关于斗智斗

勇、有爱有怨、泪点和笑点交织的

故事。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陈为军

主演：胡毅峰/李忠于/书香

出品方：中视文公文化

发行方：华夏

《活着唱着》

讲述川剧演员赵丽和她的民

间川剧班“火把剧团”十多年期间

几经辗转漂泊，坚守在成都乡间演

出的故事。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剧情

导演：马楠

编剧：马楠

主演：赵小利/甘贵丹

出品方：明时代文化/俊睿文

化/同悦实业

发行方：国影佳映

《梅艳芳菲》(中国香港）

一帮忠实粉丝为保存偶像遗

物，不辞辛苦从垃圾站悉数捡回。

他们惊奇发现这些杂物大部分都

是粉丝赠送给梅艳芳的礼物，而这

些礼物竞然在梅艳芳生前的时候

都被一一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上映日期：8月25日

类型：剧情

导演：高志森/梁柏豪

编剧：芳心荟/徐咏珊/许晋邦/
朱智立

主演：胡杏儿/郭羡妮/林德信/
方惠盈

出品方：香港纯制作

发行方：星光联盟影业

《电力之战》（美）

19 世纪末，托马斯·爱迪生在

全美国大力推进直流电的商业化

民用，而他的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

则投身进了交流电的推广中。爱

迪生在媒体上污蔑交流电是杀人

的电流，而威斯汀豪斯不卑不亢，

将精力用在产品研发和推广上。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传记/历史

导演：阿方索·戈麦斯-雷洪

编剧：迈克尔·米特尼克

主演：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汤姆·赫兰德/尼古拉斯·霍尔特

出品方：灯笼娱乐

发行方：中影

《小妇人》（美）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

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

普通家庭四个姐妹之间的生活。

上映日期：8月25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格蕾塔·葛韦格

编剧：格蕾塔·葛韦格/路易

莎·梅·奥尔科特

主演：西尔莎·罗南/艾玛·沃

森/弗洛伦丝·皮尤/伊莱扎·斯坎伦

出品方：哥伦比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漫长的告别》（日本）

曾经严厉苛刻的父亲东升平

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母亲东曜子

无所适从，于是向长女今村麻里和

次女芙美打去了告知电话……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剧情

导演：中野量太

编剧：中野量太/大野敏哉/中
岛京子

主演：苍井优/竹内结子/松原

智惠子/山崎努

出品方：阿斯米克·艾斯株式

会社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全民喜剧《我和我的家

乡》日前发布《北京好人》单元预告及

海报，宁浩葛优二度合作上演“张北

京”续集。2019年国庆档，葛优凭《我

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中热心的

哥张北京一角征服无数观众，网友纷

纷称赞“后脑勺都会演戏”。2020 年

国庆档，葛优再演张北京，依旧“牛掰

格拉斯！”，更有刘敏涛、章宇等实力

演员加盟，将带来哪些欢笑和惊喜？

从《北京你好》到《北京好人》，张

北京的这顶奥运纪念帽始终没有摘

下，预告中张北京唱京剧唱到破音，

宁浩导演爆料“葛大爷虽然京剧唱得

不好，但他演得真好，把张北京飙不

上去高音而喜剧感十足的状态演绎

得淋漓尽致”。因“表情管理爆红出

圈”的刘敏涛化身护士玲子，在预告

中虽惊鸿一瞥，却也展现出令人惊喜

的喜剧功力，一个白眼让张北京立刻

傻眼。曾受宁浩极力推荐出演了《我

不是药神》“黄毛”一角的章宇，此次

在《北京好人》中饰演一名警察，与葛

优上演爆笑对手戏。宁浩导演还在

《北京好人》中专门设置了一名宁大

夫（杨新鸣 饰），戏外宁导演调教葛

优，戏里宁大夫接诊张北京，“宁式黑

色幽默”有内味了。

伴随预告发布的还有《北京好

人》单元海报及角色海报，宁浩导演

开着红色三轮车，携一众主演欢乐上

阵。曾主演《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张

占义，在本片中饰演张北京表舅，本

色出演表现精彩，得到主创们的高度

赞扬；杨新鸣曾出演宁浩执导电影

《无人区》，并和章宇、张子贤共同出

演过宁浩监制电影《我不是药神》；郝

云曾为宁浩执导电影《心花路放》、

《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献唱

插曲，这次在《北京好人》中本色出演

歌手一角；张子贤曾主演宁浩监制电

影《受益人》；岳小军与宁浩合作近十

五年，既是《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

车》、《黄金大劫案》的编剧，也曾参演

过多部宁浩执导电影作品；吕行曾出

演宁浩执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

《北京你好》。既是好搭档，更是好朋

友，此番齐聚《北京好人》，爆笑喜剧

碰上“神仙演技”，全员演技派阵容带

来无限惊喜。据幕后工作人员透露，

宁浩导演经常在监视器前不自觉地

露出笑容。

2019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

的祖国》以时间为序，通过七个历史

瞬间，勾连全民记忆，一举跻身中国

影史票房前九，位列国产影片猫眼评

分影史第一，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2020年国庆档必看喜剧《我和我的家

乡》，以空间为轴，通过五个故事单

元，讲述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

地域的家乡故事。作为“祖国”的姊

妹篇，《我和我的家乡》集结九大导

演、近百演员等华语顶配喜剧人组建

“中国喜剧梦之队”，倾力为全民打造

喜剧盛宴，为观众送去欢声笑语！

伴随着经典老片复映、新片纷至

沓来，与观众阔别 178 天之久的电影

院终于重新热闹了起来。2020 年的

国庆档，将是近年来全民关注度最高

的国庆档，既有曾经受疫情影响撤档

如今归来的春节档影片，也有备受瞩

目的全新力作，大片云集上演“神仙

打架”，“还给观众一个春节档”。电

影《我和我的家乡》接棒《我和我的祖

国》再闯国庆档，自发布以来始终汇

聚全民期待，上周首发陈思诚执导

《天上掉下个UFO》单元预告，成为影

院复工后首个播放曝光破亿的电影

预告，相关内容在短视频平台累计播

放量已突破六亿，引发全网刷屏热

议，市场竞争力可见一斑。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将于国庆

档上映，影片由导演宁浩、徐峥、陈

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

分别执导五个故事，张艺谋担任总

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

总策划。

（木夕）

本报讯 管虎执导的电影《八佰》正在

热映中，片方日前发布“草莽”版预告，聚

焦片中南岸赌场马仔“刀子”，呈现片中

众生相一角。影片中刀子从底层草莽到

为对岸战士送电话线只身赴死冲桥的转

变，令观众感动落泪。而影片中如刀子

一般的立体小人物比比皆是，共同组成

了一个震撼战场下的芸芸众生相。《八

佰》正式上映第三天，票房累计8.1亿，观

影人次超2000万，周六、周日单日双双破

2 亿票房，打破 2020 年全球首周末票房

纪录，连续蝉联单日票房全球冠军。截

至目前影院复工率与行业回暖速度远超

预期，千万观众用他们的选择成就了这

部“救市之作”。影片从点映起便一路收

获“演技派豪华集结”、“IMAX 视觉奇

观”、“哭到妆花”、“硬汉落泪”、“再次被

唤醒民族情怀”等满满好评，并持续热映

中。

取材于淞沪会战最后一役四行仓库

保卫战的电影《八佰》，也是一次被“围

观”的战役，因为战场一河之隔便是公共

租界，其中有市井居民、战争难民、记者、

歌女、演员、大亨、年轻学生、童子军，也

有如刀子般匪气十足的赌场“马仔”。此

次发布的“草莽”版预告，饰演刀子的李

九霄评价这个角色“拿道德层面来讲，他

不是一个英雄，甚至是一个流氓”，但影

片中，面对四行仓库战士不惜以生命为

代价誓守阵地，一次次顽强抵抗疯狂攻

击，一次次的舍生壮举，让这个出身卑微

的江湖草莽深受触动，觉醒骨子里顽强

不屈的意志。当青帮号召同胞为困守仓

库的八百壮士送电话线时，刀子毅然自

发请愿，接受了这个注定会牺牲的任务。

《八佰》上映 3 天以来，已有超 2000
万人次观影，周六周日单日双双突破2亿

票房，周末三天逆跌，总票房累计8.1亿，

破 2020年全球首周末票房纪录，连续蝉

联全球单日票房冠军。作为影院复工后

首部商业巨制，《八佰》的出现加速了电

影市场的复苏，截至目前全国电影票房、

全国影院复工率均有大幅提升，行业回

暖速度远超预期。 （木夕）

本报讯 喜剧电影《我的女

友是机器人》日前发布定档海

报和四张极具喜感的剧照，宣

布 将 于 9 月 11 日 全 国 上 映 。

该片由王韦程执导，包贝尔、

辛芷蕾领衔主演，魏翔主演，

讲述了机器人初一受命来拯

救处在危险中的人类方元，却

因神奇的脑回路和超能力导

致乌龙不断的故事。

此次发布的海报中，包贝

尔身穿略不合身的休闲装，可

爱端坐；辛芷蕾则一身亮色裙

装，逗趣翻着白眼，腿上若隐

若现的机械元素象征着她机

器人的身份，脚上色彩不一的

高跟鞋暗示她初入人类社会

的懵懂。海报上“懂我的奇奇

怪怪，你就是我的最爱”的标

语似乎预示着两人间会发生

一场奇特、搞笑的爱情故事。

电 影《我 的 女 友 是 机 器

人》由宁洋影业（佛山）有限

公 司 、北 京 天 悦 东 方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光 线 影 业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汉 裕 影 业 有

限公司出品。

（木夕）

《我和我的家乡》发布《北京好人》单元预告及海报

《八佰》“草莽”版预告展现众生相
首周超8亿元票房创全球纪录

本报讯 日前，由李智执导，开心麻

花艺人王成思，陶亮，冯秦川等主演的喜

剧电影《无疯也起浪》发布片花视频。

《无“疯”也起浪》讲述两个兄弟为了

梦想被逼进“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两

兄弟精心策划把一群疯子打造成网红艺

人，并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追

梦故事。该片是开心麻花功勋艺人王成

思、陶亮首次搭档主演的喜剧电影，他们

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开心麻花精品组

合”。用导演李智的话说，“他们之间的

化学反应，在发布的片花里就能让大家

领略一二，故事方面是在他们之间的种

种误会中产生，笑料包袱非常密集。”

据悉，《无“疯”也起浪》将于 8 月 28
日在全国上映。 （林琳）

本报讯近日，由郑保瑞监制、新

晋导演黄庆勋执导，郭富城、杨千嬅

领衔主演，万梓良、张达明、鲍起静、

刘雅瑟、顾定轩、黄悦珈等演员出演

的电影《麦路人》发布首款定档海报，

并宣布影片将于9月17日上映。

此次发布的定档海报，画面以

暖色调为主题突出温馨质感，手写

体“9 月 17 日”的档期附上“麦路同

途，相惜相依”的Slogan，生活的五味

杂陈都被浓缩在这张合影里。

据悉，电影《麦路人》取材于社

会真实事件，“麦路人”又被称为“无

家者”，指很多底层劳动者晚上无家

可归，选择在24小时快餐店过夜。

（林琳）

本报讯 8 月 24 日，电影《新

愚公移山》发布定档海报和定

档预告，宣布将于 9 月 10 日登

陆大银幕。

《新愚公移山》深入陕西、

山西、河南等地采风，从“愚公

移山”故事原型中发掘和发展

了更具当代关切、国际视野的

世界观与趣味点，为中华民族

精神增添了更充足的生命力。

除了精彩的故事外，《新愚

公移山》的美术风格也十分独

特，电影借鉴宋画集大成之作

《千里江山图》的风格与意境，

勾画精细、人物灵动、色彩绚

丽。影片的音乐同样独具匠

心，大量采用豫剧风格，凸显

电影激励人心主题的同时，也

构建起别出心裁的民族化视

听语言。 （林琳）

《无“疯”也起浪》发布爆笑片花

郭富城主演《麦路人》定档9月
《新愚公移山》定档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