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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象传说》

桃栗象是驼重物的牲畜，在

人 类 的 压 迫 下 过 着 艰 辛 的 日

子。在偶然的机会下，故事主人

公木子李在儿子乐儿的要求下，

前往了一个秘密山洞，发现原来

桃 栗 象 最 初 并 非 四 脚 爬 行 被 奴

役的动物，而是有手有脚且直立

走 路 的 雄 伟 生 物 。 木 子 李 决 心

探索这秘密……

上映日期：7月30日

类型：动画

导演：黄军/柯比

编剧：柯比/葛竞

主演：杨轶/张磊/林强/刘琮

出品方：中影/中影动画/Huhu
工作室

发行方：中影

《怒火·重案》

影片讲述了重案组布网围剿国

际毒枭，重案组督察张崇邦亲睹战

友被杀，深入追查发现，悍匪首领竟

是昔日战友邱刚敖，宿命让二人再

次纠缠的故事。

上映日期：7月30日

类型：动作/悬疑

导演：陈木胜

编剧：陈木胜/凌伟骏/唐耀良

主演：甄子丹/谢霆锋/秦岚

出品方：银都机构/腾讯影业/英
皇影业/猫眼娱乐

发行方：腾讯/猫眼/英皇

《盛夏未来》

该片讲述了高考失利的少女陈

辰与拥有自由灵魂的少年郑宇星相

遇后、面对成长中的种种难题勇敢

面对的青春校园故事 。

上映日期：7月30日

类型：青春/剧情

导演：陈正道

编剧：沈洋/詹晨

主演：张子枫/吴磊/郝蕾

出品方：华谊兄弟/东阳向上/抖
音文化/中影股份/之江电影

发行方：华谊兄弟/华影天下

《站着等你三千年》

读研究生的胡杨回到家乡的海

边小镇，遇见中学同学南小雁，两人

成为一对恋人。当他再次回到家乡，

却得知南小雁要嫁人了。原来，南小

雁患上不治之症，才编织了嫁人的谎

言。多年后，事业有成的胡杨返乡过

春节，意外接到一直音讯全无的南小

雁的电话。知道真相的胡杨千里跋

涉，终于找到她。再次重逢，两人感

慨万千，成为再也不会分开的终生

伴侣。

上映日期：7月31日

类型：爱情

导演：刘云舟

主 演 ：王 琪/李 欣 雨/邵 夏/牟
凤彬

出品方：达康影视

发行方：基点影视

追光动画与阿里影业再推国漫新作

《白蛇2：青蛇劫起》传承经典神话故事

本报讯 暑期档动画电影《白蛇 2：
青蛇劫起》已于 7 月 23 日在全国上

映，首周票房近 2 亿元。作为追光动

画“新传说”系列的最新续作，该片由

《白蛇：缘起》的原班人马打造，是对

传统中国神话故事《白蛇传》的再度

演绎。

《白蛇 2：青蛇劫起》由追光影业、

阿里影业等出品，阿里影业发行，是

双方在春节档推出《新神榜：哪吒重

生》之后，再度联手续写国漫新篇。

此外该影片也是阿里影业“锦橙合制

计划”的最新力作。

《白蛇 2：青蛇劫起》用现代的国

漫形象和故事新编，对传统中国神话

故事《白蛇传》进行了再演绎。影片

主要讲述了小白被法海镇压在雷峰

塔后，小青为救小白进入修罗幻境，

经历了一场充满“情与劫”的冒险故

事。导演黄家康表示，希望通过全新

升级的技术，更好地表达和传播影片

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为将影片中核心创作概念“执

念”得到可视化呈现，主创团队对剧

本进行了精心打磨，希望在传统故事

精神内核的基底上，能够契合当下年

轻化审美，与时俱进进行创作，将中

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进行传承和创新。

《白蛇：缘起》于2019年上映后，因

其动人故事和唯美画风被誉为“国漫

之光”。作为该系列的最新续作，《白

蛇 2：青蛇劫起》延续了制作上的精益

求精，并在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

该片包括 16个制作环节，制作周

期横跨 358天。导演黄家康表示，“水

漫金山”经典场景是制作中的一大难

关，在考虑场景变化的同时，还需要

保留独特风格，为使画面得到更好呈

现，相关技术研发提前了两年。

同时，该片也见证了国产动画的

传承。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的颁

奖环节，《哪吒闹海》动画师兼《宝莲

灯》导演常光希登台，与黄家康导演共

同颁发最佳动画片奖。新老两代中国

动画人，共同寄望国漫在创新中不断

发展。黄家康表示，常光希导演的作

品“陪伴我们这一代人度过了童年”，

常光希导演则对《白蛇：缘起》大加赞

赏，认为“年轻动画人的创新思考和探

索，让动画的形式越来越多元”。

在《白蛇 2：青蛇劫起》中，小青首

次独挑大梁成为女主。导演黄家康

透露，相比此前的故事，小青将会有

更多情感的表现。为服务全新的人

物和故事，追光动画也在技术和内容

上做了更多的升级和突破。

影片中的小青在传统的“青蛇”

角色形象之上，还体现出了顽强、执

着、独立等丰富的人物层次。当小白

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后，小青奋起

反抗；面对法海的劝诫，小青则果敢地

发出内心宣言：“这心中执念我不会放

下，我绝不。”一个勇武、坚强的“大女

主”形象就此确立，这也是国漫对新时

代独立女性角色的成功演绎。

（赵丽）

本报讯 由陈木胜执导并监制，甄

子丹监制兼领衔主演，谢霆锋、秦岚领

衔主演，将于 7月 30日上映的电影《怒

火·重案》近日发布了终极海报及终极

预告。短短 1 分钟的预告里，枪战、追

车、爆炸、肉搏层层加码，令人目不暇

接。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多次陷于险境，

伤痕累累，但依然冒着危险义无反顾追

凶，立誓要将危险的悍匪们绳之以法。

《怒火·重案》讲述了重案组围剿国

际毒枭，甄子丹饰演的重案组督察张崇

邦亲睹战友被杀，深入追查发现，悍匪

首领竟是由谢霆锋饰演的昔日好友邱

刚敖。曾经兄弟如今势如水火，一场正

义之战正式拉响。

片中，甄子丹和谢霆锋互为仇

敌。一边，甄子丹要捉拿“匪首”谢霆

锋归案。一边，谢霆锋饰演的邱刚敖

对甄子丹饰演的张崇邦也充满了仇

恨，并展开复仇行动。中间还穿插着

多个复杂案件，还有毒枭与黑帮分子

从中作乱。预告里，甄子丹和谢霆锋

饰演的角色之间恶斗不断，除了实战

对打，刀、枪、手榴弹轮番上阵，仅最

后一场教堂大战，就设计使用了 5 种

武器，警棍、蝴蝶刀、榔头、铁棍、铁

锤，上演冷兵器的搏命对决。

电影中“高燃”打戏不断，预告里一

场警匪缠斗戏中，甄子丹按着谢霆锋的

头刷过钢琴，十分刺激。作为甄子丹回

归实战动作的首部电影，片中的动作戏

拳拳到肉，扎实丰富，光核心大战就有

足足五场，硬核动作戏看过瘾。同时，

电影也发布了一张终极海报，枪林弹雨

下还将会上演哪些生死搏杀，令人相当

期待。

此次在《怒火·重案》中，甄子丹除

了担任监制与领衔主演，也是本片的动

作导演，淋漓尽致体现“甄功夫”的实战

动作风格，甄子丹也坦言，这是他拍过

最满意的实战动作片。 （林莉丽）

本报讯 7 月 23 日,网络电影《我们

的新生活》于7月23日在优酷、爱奇艺、

腾讯视频上线。日前，该片在京举行

“欢笑共赴新生活”主题观影。导演姚

婷婷、卢正雨、张栾到场参与活动，与现

场观众面对面进行交流。影片用五个

单元故事讲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以微

观视角贴近时代脉搏。

据悉，《我们的新生活》将目光聚焦

于小人物，取材于老百姓真实生活，用

五个单元故事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构

建起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和共情的故事

情节。

在姚婷婷执导的单元故事《云上音

乐会》中，四个农村孩子为实现梦想展

开了与成人世界的碰撞，姚婷婷珍视他

们固执的纯真，“在新时代，每个人都可

以追求自己的梦想，尤其是现在网络信

息很发达，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让别人看

到自己。我之前接触到的山区的小孩，

其实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想，所

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次的创作告诉

人们‘不要忘记自己心中的梦想，总有

一天会实现的’。”

卢正雨尝试在《最燃不过夕阳红》

中探索中老年人的情感困境，“我特别

喜欢‘夕阳红’，它给我的感觉是充满

力量的。社会上对于母亲的标签可能

是任劳任怨、双手老茧的。但每个人都

有追求自己喜好的权利，活出真实的自

己就好。”

张栾的《一路向前》聚焦青年人的爱

与救赎。“新生活有很多的方向，就像我

们这部电影就呈现了五个不同的角度。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要勇敢地

从阴霾走出来，走向未来的新生活。”

几位导演都试图用最直观的影像

与故事塑造认真生活的品格，用普通人

的故事打动人心，在柴米油盐中传递最

真实的喜怒哀乐。

观影结束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

对影片表示出极大赞赏，“搞笑”、“感

人”、“打动人心”成为高频词。影片五

个贴近生活的故事触动着在场每一位

观众，唤醒了内心深处质朴柔软的记

忆，有观众写道，“这五个故事都非常写

实，反映的都是时下的社会热点和观众

关切，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生活的挫

折，在经历低谷期的时候，也不要弄丢

自己的梦想和对新生活的希望。如果

你在低谷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林琳 影子）

本报讯 首部国风科幻动画电影

《冲出地球》近日宣布配音艺人：曾

在《山河令》中饰演蝎王的青年演员

李岱昆首度献声动画，为全新角色

“连雾博士”配音。作为片中亦正亦

邪的“疯狂科学家”，李岱昆也被角

色打动：看似偏执，但却为理想拼尽

全力，看着都心疼。该角色演绎难

度高，不乏大量崩溃嘶吼戏份，李岱

昆配音结束后嗓子沙哑。此外，特

辑首度揭露李岱昆塑造令人喜爱的

反派的“秘密”，颇具趣味。影片于

近期进行了首轮试映，收获诸多四

星五星好评。

《冲出地球》是李岱昆首次为动

画电影配音，他在特辑中表达了对

角色的深刻理解“纯粹，一生坚持一

件事”。连雾是一个态度极端的天

才科学博士，被银河眼委任为“天

墙”总设计师，在这个过程中，他一

方面希望宇宙文明能够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却选择用毁灭地球的方式

来实现自己的科学理想，冷血残酷，

复杂深沉。基于角色的复杂性，李

岱昆认为“不能简单用‘好或坏’定

义他”。那么，连雾为何陷入偏执，

究竟有何图谋，给观众留下了层层

悬念。一个反派角色已经塑造得如

此丰满，影片的其它内容更将观众

期待值拉满。

据悉，由彩条屋影业、光线影

业、全擎娱乐联合出品。 （林莉丽）

本报讯 根据“童话大王”郑

渊洁童话作品《罐头小人》改编的

真人院线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

之罐头小人》将于 8 月 13 日全国

上映，这也是郑渊洁童话作品首

登大银幕。影片由郑亚旗担任出

品人，于飞执导并编剧，田雨特别

出演，洪悦熙、庄则熙、刘一莹等

主演。近日，影片发布“什么是好

孩子”版终极预告片，鲁西西（洪

悦熙 饰）在罐头里发现了五位极

具特色的小人，在与罐头小人的相

处过程中，皮皮鲁（庄则熙 饰）、鲁

西西与同学们的学校生活发生了

巨大变化。

此前举办的观影活动中，有

观众表示终于在大银幕上见到了

自己的童年伙伴——皮皮鲁、鲁

西西，也有网友表示要还给童年

的自己一张电影票。郑渊洁童话

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童话”也成

为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此次中

国童话真人版电影登上银幕，不

仅是送给当下小朋友的礼物，也

是帮大朋友们找寻美好的童年

回忆。

郑渊洁的众多作品不仅为小

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

童话世界，还通过奇幻的故事、幽

默的个人风格传递不同以往的教

育理念。在《舒克贝塔传》、《皮皮

鲁传》、《鲁西西传》等经典童话

中，通过会讲话的老鼠、调皮的皮

皮鲁、罐头小人等个性化角色，将

独特的教育理念融入童话故事

中。他倡导家长要解放孩子的天

性，成长不应该被成绩定义，不完

美的小孩身上也有闪光点，不仅

让儿童读者深有共鸣，也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众多家长的教育理

念。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

头小人》中，一系列冒险故事让家

长与老师也深受启发，正如鲁西

西所讲，“学习成绩很重要，但还

有很多更重要的品质值得我们珍

惜”。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

人》由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版权方，联手万

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央视动漫

集团、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书瑶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出品。

（影子）

本报讯 由美国传奇影业和美

国华纳兄弟携手打造，科幻电影

“新教父”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

的好莱坞传奇科幻电影《沙丘》日

前发布新预告。该片根据弗兰克·
赫伯特著名科幻小说改编，提莫

西·查拉梅、丽贝卡·弗格森、奥斯

卡·伊萨克、乔什·布洛林、斯特

兰·斯卡斯加德、赞达亚、张震、杰

森·莫玛、哈维尔·巴登主演。继

引进消息和人物海报等铺垫后，中

国观众再迎新预告，“甜茶”提莫

西·查拉梅领衔好莱坞明星亮相。

沙丘星球的壮丽沙海、厄崔迪家族

遭遇的灭门阴谋、涉及多方势力的

异星混战，以及巨型沙虫出没对视

等 名 场 面 连 番 轰 炸 ，革 新 科 幻

想象。

伴随引进消息引爆核心影迷

圈层后，《沙丘》再发重磅预告刷

新观众期待。新预告中，漫天黄沙

掀起一段沙丘星球的波澜往事，异

星人入侵，战火弥漫，家园危在旦

夕……似乎拯救这一切的重担，落

在 了 厄 崔 迪 家 族 的 少 年 保 罗 身

上。恢弘的战争场面，交错复杂的

人物关系均在这支预告中淋漓呈

现，作为一部被时间赋予了传奇色

彩的好莱坞科电影。

此次预告中涉及的三大阵营

分别是：主角保罗（提莫西·查拉

梅）所属的厄崔迪家族，他们接受

命运指引前往盛产香料的沙丘星

球；宇宙中最残暴的哈克南家族，

他们早已在沙丘星球肆意掠夺屠

杀，开采香料；以及沙丘星球上神

秘凶险的原住民弗雷曼人，他们世

代居住在沙漠，有极强的适应能

力。同时这片无尽沙海中，还有神

出鬼没的巨型沙虫，暗处涌动的惊

天阴谋，保罗将如何面对这一切？

伴随着预告片中汉斯·季默的大师

级配乐，面对敌人的赶尽杀绝，厄

崔迪家族的那句“让我们浴血奋

战！”更是将场面及期待值推向极

致。最后随着杰西卡夫人（丽贝

卡·弗 格 森 饰 演）一 句“时 机 已

至”。一场围绕着沙丘星球决定宇

宙未来的星际大战正式拉开序幕。

《沙丘》已确认引进中国内地，

即将全球公映。

（杜思梦）

◎ 新片

《怒火·重案》发终极海报预告

五位导演联合执导《我们的新生活》上线

《冲出地球》发反派配音
“蝎王”李岱昆现场“压迫感”教学

《沙丘》最新预告革新好莱坞科幻想象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发布终极预告片

本报讯 由陈正道执导，沈洋、詹晨

编剧，张子枫、吴磊领衔主演，郝蕾主

演，祖峰友情出演的青春电影《盛夏未

来》近日发布“共赴未来”终极预告。

预告中，以陈辰和郑宇星青春中的

“秘密”为线索，抽丝剥茧般呈现出两人

在成长中的“暗角”，还原真实青春中迷

茫与勇气。全新公布的剧情中，两人关

系再次成谜，陈辰到底是否为郑宇星女

朋友的悬念贯彻始终，不禁引人猜测。

此外，预告中还透露出郑宇星的另

一段感情，影片故事和人物关系走向，

也再次变得更加盘根错节。而当陈辰

与郑宇星青春中的谎言与秘密一个个

被揭开，成长中的困惑与伤痛也扑面而

来，试图掩盖逃避的两人爆发出争吵，

“你就不能学着去面对吗？”、“你很勇敢

吗？你勇敢你为什么要撒谎？”质问对

方的同时，也在叩问自己的内心。

（影子）

《盛夏未来》
发终极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