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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焦裕禄》

影片从“一名党员”、“一位干

部”、“一个亲人”三个不同的角度全

面立体地回顾了焦裕禄同志光辉的

一生。

上映日期：8月6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范元

编剧：高满堂/李唯

主演：郭晓东/丁柳元

出品方：明德万国影业/恩泽影

视/峨影集团/长江电影集团/金禾影

业/松茂影视/九头鸟/宇文文化/湖北

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万达影视/人间指南

《危险记忆》

一起灭门凶杀案，一起警方抓

捕行动。两个事件在同一岔路口发

生车祸和撞击。市长秘书失去记

忆，贩毒分子抓获归案。在现场两

起事件的主要证物阴差阳错被拿

错，经过公安机关快速缜密的侦查，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上映日期：8月6日

类型：悬疑/警匪

导演：郭大群

编剧：阙庆安/李慧龙

主演：甘婷婷/李滨/李东翰/丁海峰

出品方：诺利亚影业/金盾影视中

心/中艺影视/人外人影视/麦克佰德

发行方：先锋传奇影视

《深潜日》

一对爱好潜水的夫妻，在一次

潜水旅行中，丈夫因想要骗保而杀

死自己的妻子，却陷入这一天，不断

循环往复的怪圈中。

上映日期：8月6日

类型：惊悚/悬疑

导演：金鑫

编剧：孙洪标/刘恒岳

主演：李学庆/严蔚/顾峰旭/胡增雪

出品方：龙泰影视/梦视纪/晟创文化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流浪猫鲍勃2：鲍勃的礼物》（英国）

戒毒成功后的他与猫咪鲍勃过

着贫苦却温馨的日子，一人一猫的

卖唱风景总是能在街头成为焦点，

为他们带来更多收入。眼看着生活

开始有了起色，不料鲍勃却突然受

伤，詹姆斯也面临着被迫和鲍勃分

离的危机。

上映日期：8月6日

类型：喜剧

导演：查尔斯·马丁·史密斯

编剧：加里·詹金斯

主演：卢克·崔德威/安娜·威尔

逊-琼斯/妮娜·瓦迪娅

出品方：特维克纳姆制片

发行方：中影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比利时/法国）

动保团体与父亲联系，打算一

起阻止石油公司开发并污染动物

的生存环境，没想到父亲在一次追

查 真 相 的 过 程 中 竟 然 莫 名 失 踪

了！亚当和他的动物家人们，决定

联手找出大脚怪父亲的下落，同时

透过社群媒体试图揭发石油公司

的邪恶阴谋。

上映日期：8月6日

类型：动画

导演：杰里米·德格鲁森,本·斯

塔森

编剧：本·斯塔森/卡尔·布伦克

尔/鲍勃·巴伦

主演：罗杰·克莱格·史密斯/戴
维·洛奇

出品方：比利时新浪潮动画工

作室/法国章鱼城电影公司

发行方：中影

成龙及八位导演支持陈木胜导演

《怒火·重案》北京首映 ◎ 新片

IMAX助力《怒火·重案》动作元素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全国超前观影开启

本报讯“我还在和陈木胜筹备《新

警察故事 2》、《宝贝计划 2》、《醉拳 3》，

还没有等到开拍，他就离开了……”成

龙说，“陈木胜导演的离去是电影界太

大的损失”。王晶说；“《怒火·重案》是

警匪动作片的顶峰之作”。李少红说；

“以前经常看陈木胜电影去偷师，里面

有满满的动作片力量与感动”。林超

贤说；“每部电影可能都有遗憾，但《怒

火·重案》这部电影是完美的，让陈木

胜导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日前，在

《怒火·重案》的首映礼上，成龙和八位

导演共同支持陈木胜。成龙感慨，陈

木胜导演为港式警匪动作类型留下了

一部部代表作品，在他最后一部电影

《怒火·重案》中，依然延续着火爆热

血。

电影里，甄子丹率领的督察队，与

谢霆锋为首的悍匪阵营展开一场场高

燃对战。五场核心大战层层递进，枪

战爆炸，飙车肉搏，拳拳到肉。最后甄

子丹、谢霆锋的教堂终极对决，更是把

观众的情绪推到了顶点。有观众表

示，这将是甄子丹的巅峰之作，实战动

作打斗彻底看爽，还预言本片将奠定

甄子丹和“甄家班”在现代格斗动作设

计领域的顶尖位置。同时，面对动作

戏强劲的甄子丹，谢霆锋的表现也让

观众大呼惊喜，从蝴蝶刀到抡铁锤，再

到最终的地面缠斗，看得眼花缭乱，有

观众直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除了在视听和动作戏上被“燃”

到，《怒火·重案》中的文戏也得到了观

众强烈的认可。其中有一场审判室的

戏份，谢霆锋假意自首，实为挑衅，与

甄子丹在台词上暗潮涌动，眼神上激

烈交锋，让人跟着心颤。有观众调侃，

“眼神杀”在《怒火·重案》这部电影里，

是真的杀气十足，甄子丹和谢霆锋光

是“眼技”都让人不寒而栗，充满戏剧

张力。首映礼上谈及导演陈木胜，谢

霆锋表示，“对我来说，我的大部分电

影都是和陈木胜导演一起度过的，他

对我来说，就是港式动作电影专属的

印记。”

《怒火·重案》由银都机构有限公

司、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英皇

影业有限公司、猫眼娱乐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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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7月 30日

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7 月 30 日，动作电影《怒

火·重案》在全国公映。影片首周票

房超两亿元。日前，IMAX 在京举行

IMAX 版专场观影会。现场观众认

为《怒火·重案》的动作元素和剧情

张力在 IMAX 影院得到充分的释放。

《怒火·重案》是继《中国医生》、

《白蛇 2：青蛇劫起》等之后，IMAX 献

映的又一国产大片，也是暑期档揭

幕以来并不多见的警匪动作类型。

本片集结甄子丹、谢霆锋、秦岚等演

员，讲述了督察张崇邦在率队围剿

国际毒枭时遭遇悍匪袭击，而对方

头目竟是张崇邦的昔日队友邱刚

敖。高潮迭起的正邪之战就此火爆

展开。影片延续陈木胜注重实战、

硬桥硬马的动作风格，同时融入紧

张悬疑的罪案故事和错综复杂的恩

怨情仇。观众对 IMAX 的观影体验

给予高度评价，对 IMAX 的超大银

幕、高清画质和强劲音响赞赏有加，

由此营造的沉浸式观影体验更是令

观众印象深刻。

除了酣畅过瘾的整体效果，主

创着力打造的动作场面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作为《天若有情》、《我

是谁》、《新警察故事》等动作经典的

缔造者，陈木胜在最后的作品里不

辱使命，几场重头戏质感真实、流畅

火爆，在巨型银幕和强大音响加持

下更加震撼。”而跌宕起伏的罪案故

事也让不少观众入戏颇深：“电影的

紧张氛围营造到位，IMAX 影厅的观

影环境更放大了这一点，惊心动魄，

代入感很强。”

（猫叔）

本报讯 真人儿童电影《皮皮鲁

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即将于 8 月 13
日全国上映。近日片方发布“郑渊洁

与十封信”特辑，讲述了郑渊洁与粉

丝多年间双向奔赴的情感，并公布于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内开

启超前观影。

此前，影片已举办了多场特色主

题观影活动，家长们纷纷“带娃”前来

度过美好的亲子时光。这是郑渊洁

37 年前的经典童话故事《罐头小人》

被首次搬上大银幕，也是童话人物皮

皮鲁、鲁西西首次以真人的形象出

现。作为原著作者的郑渊洁在观影

后更是对影片改编给予了高度认可，

称没投资这部电影是自己重大的人

生失误。

不少家长观影后表示能和孩子

一起看自己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

感觉非常奇妙。而作为家长跟孩子

有了一次朋友式话题聊天，也是一次

家长和孩子间非常好的相处经历。

出品人郑亚旗表示“影片的故事背景

是发生在典型的中国家庭和学校里，

不同于外国童话，比较符合中国当下

社会现状，俗话说叫‘接地气儿’，孩

子们能在观影中产生和现实生活的

共鸣，提高了国产儿童电影的含金

量。”

同时有观众表示影片非常真实

地描绘了中国式父母的状况，电影里

的爸爸为了孩子上好的学校而放弃

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妈妈也在奔波劳

碌中生了胃病，能感受到“中国家文

化”里内敛和含蓄的亲子情谊。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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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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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电影《燃野少年

的天空》发布一段男校学生的群舞

片段——澡堂、食堂、操场，活泼的

队形，欢快的动作，阳光中学的男孩

们在小黄的“感召”下，纷纷决定参

加校舞蹈队，伴随着“报名趁现在，

舞出精彩，只为热爱”的心声，男生

们将校园的每个角落化作青春的舞

台。这段充满趣味的校园群舞，结

合精心设计的场景、运镜，以及男生

们夸张搞怪的演绎，给观众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作为全新的国产青春歌舞电

影，《燃野少年的天空》为观众展示

了许多或青春活力、或深沉动情的

歌舞段落。欢乐十足的《失恋阵线

联盟》魔性又洗脑，浪漫唯美的天台

独舞《跳舞的月光》则是女主角小黄

寻觅内心的声音，女校开学齐舞《青

春是盲盒呀》充满元气、青春靓丽，

而“澡堂舞王”群舞片段，则勾画了

男生校园的种种日常，将校园生活

的种种场景浓缩成欢乐有趣的精彩

群舞。 （花花）

本报讯 近 日 ，撤 侨 题 材 电 影

《家园行动》全球启动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召开。影片由李肇星担任总

顾问、成龙监制、田华担任艺术顾

问、宋胤熹执导、刘烨主演。该片

根据 2015 年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

编，是一部真实再现我驻外使领馆

外交官维护国人在海外的生命财产

安全，并帮助中国公民撤出战乱国

家，安全归国的温情大片。

宋胤熹表示，《家园行动》不仅

将聚焦外交官在撤侨行动中的关键

作用，同时还会通过小人物身上有

血有肉的家国情怀，以小见大地映

照出中国政府的大国担当及国际人

道主义精神，在用最接地气的叙事

方式调动国人的使命感和民族自豪

感之余，更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为

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

出的贡献和努力。

原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名誉会长、影片总顾问李肇星

在现场讲述了也门撤侨这一成功的

国家行动，分享并褒赞了身在一线

的外交人员不为人知的贡献。李肇

星对影片主题给予积极评价：《家

园行动》是一次创造性的尝试，通

过电影讲述中国故事，升华了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们的友谊。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本片艺

术顾问田华高度称赞了影片立意，

并表示《家园行动》是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中的一个大惊叹号，对导

演宋胤熹和主创团队的专业能力表

示信心满满。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长张丕民、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卫强高度称赞了影片的主

题立意，并为影片成功上映献上了

期许和祝福。

（花花）

《燃野少年的天空》发正片片段

本报讯 爱情喜剧《测谎人》日

前宣布将于 8 月 20 日全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只能口吐真言的职业

欺诈师与说实话被网暴的“鉴渣”

测谎人因缘际会面对犯罪团伙威

胁，在爱与谎言中寻找彼此内心答

案的故事。影片由“开心麻花”新

锐导演杨沅翰执导，马丽、文章、

梁超、于洋领衔主演。

日前发布的定档海报上，马丽帅

气站骑三轮摩托车，眼神睿智、气场

十足，似乎时刻准备识破谎言。而在

边斗里的文章一脸标志性的“贱萌”

笑容，喜感尽显。仔细观察，文章手

中握着一打纸币，寓意着本片的故事

将和骗局有关。他们身后的背景是

影片拍摄地山城重庆的地标建筑物，

现代都市鲜亮的颜色和重庆热辣的

城市性格彰显着影片的欢乐氛围。

（影子）

《测谎人》定档8月20日

本报讯 由宋坤儒执导的抗美援

朝纪录电影《1950 他们正年轻》将于

9月 3日在全国上映。片方近日发布

首支预告，多位志愿军老战士亮相

一起讲述 1950 年的故事，带领我们

一起回到他们的热血青春年代。

预告片让人热血沸腾，如预告片

中所述，“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

是一代人的战争”，影片记录了 26位

年近 90 岁的志愿军战士的影像，通

过他们的讲述，让我们更了解当年

那场战争的真实模样，以及他们当

时作为一个普通年轻人最真实的所

思所想。他们是平凡的老人，但有

不平凡的青春，他们相信未来，我们

才拥有现在。

《1950 他们正年轻》于近日举行

小规模试映，获得一致好评。影片

放映过程中，几乎全部人都感动落

泪，他们赞扬影片真实、珍贵，让人

看完“很热血、很燃、很感动”。“没有

人能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

轻。”“只要我们还记得，他们永远都

在。”“有意义的一部片子，强烈推荐

去影院看一下。”

（影子）

《1950他们正年轻》9月3日上映

撤侨题材影片《家园行动》启动

本报讯 由辛云来、冯祥琨、李孝

谦、吴俊霆、王川、辛柏青主演的电影

《五个扑水的少年》日前释出差生版预

告和台词海报。扎心话语直击人心，8
月 13日，五个身扛重压的少年们将在

花游中蜕变，亮眼逆袭。电影讲述了

五个普通少年意外组成了一支男子花

样游泳队，面对老师、同学、家长的不

信任和嘲讽，内心反而燃起“想要赢一

次”的斗志，历经万难完成了一场前所

未有的花样游泳表演的故事。

在此前的路演和点映中，《五个扑

水的少年》好评如潮，获得各年龄段青

睐。有观众评价：“没有任何流量，光

凭诚意与制作成就的青春励志暑期大

片！”还有观众寄予厚望称：“不尴尬、

不套路，是一部爆笑如雷的黑马电

影！”在沈阳站路演时，现场惊现一名

80 多岁的白发奶奶，观影过程中她被

不断逗乐。 （影子）

本报讯 由“3D 视觉教父”本·史

塔生与《神偷奶爸》编剧卡尔·布

伦克联手打造的亲子冒险动画电

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 2》将于

8 月 6 日正式公映，日前发布定档

预告。作为四年之后该系列的第

二部作品，由前作顶级动画团队

原班人马打造的电影《我的爸爸

是森林之王 2》，在延续前作世界

观的基础上，讲述了“大脚丫”亚

当一家人与松鼠、棕熊等一众“萌

宠”远赴阿拉斯加与黑心石油公

司展开大作战的故事。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 2》作为

一部口碑续集动画电影，制作团队

为其融入更多亲情与喜剧元素，不

仅使整个故事得到了全方位的升

级，同时也赋予亲子观众更良好的

现实启发意义。影片讲述的不单

是亚当一个人的成长之路，更是

“大脚丫”一家人的冒险之旅：人生

道路上有险境也有坦途，而亲情、

友情的陪伴是他们得以前进的最

大动力。 （影子）

《五个扑水的少年》发全新预告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定档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