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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深爱》

一次交通意外，让王惜月陷入

了一场从未预想的“一见钟情”；同

为职场精英的何娜，一贯洒脱对待

爱情的心态也面临着动摇……

上映日期：8月13日

类型：爱情

导演：孙周/张洋

编剧：李翔/都子山/袁琴/意辰

主演：王智/克拉拉/张丹峰

出品方：前海君胜米伦影视/和
承影业

发行方：和承影业

《测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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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映日期：8月13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杨沅翰

编剧：沙海龙

主演：马丽/文章/梁超/于洋

出品方：乐动开花影业

发行方：虎虎生威影业

《兔子暴力》

讲述了一对分别17年的母女在

美好的夏天重逢，却将几个家庭推

向深渊的故事。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青春

导演：申瑜

编剧：申瑜/邱玉洁

主演：万茜/李庚希/是安/柴烨

出品方：劳雷影业

发行方：猫眼微影

《皮皮虾总裁》

职校毕业的女孩吴小萱应聘燕

青酒店服务员，因不是处女座被酒

店副总范晔淘汰，又被酒店“美女鉴

定师”韩成羞辱……

上映日期：8月13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陈小雨

编剧：陈本学

主演：孙苏雅/金阳/杜旭东/王
宇晨

出品方：天爱雨林文化

发行方：天爱雨林文化

《西游鱼之海底大冒险》

在浩瀚的海底世界，外形酷似

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鱼儿组成

了“西游鱼”组合。海将军被生气大

帝大鲨鱼抓走后，海洋动物们忧心

忡忡。

上映日期：8月14日

类型：动画

导演：贾泽龙

主演：唐泽宗/程振坤/王兴康/
王雪沁

出品方：菲尔幕文化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菲尔幕文化

绝唱亦是绝佳

《怒火·重案》发导演特辑

◎ 新片

15 年间持续向市场提供四代

数字电影播放器、全国累计投放量

超过 8000台、最新款M600播放器

能够实现在硬盘损坏、电源损坏、

菜单控制小屏损坏等极端情况下

继续使用。

提到北京世纪东方电影院线

（以下简称世纪东方院线），人们会

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一家设备商、亦

或是一条专门服务农村公益电影

的院线。其实，作为 2003 年首批

32 家获得电影局正式批文组建的

全国性数字电影院线，世纪东方院

线的业务范围涵盖 0.8K 数字电影

放映设备研发生产、数字电影发

行、院线运营等多个方面，是一条

不折不扣的贯通全产业链、面向全

国二三级城市市场及农村公益放

映的数字电影院线。

今年 6月，世纪东方院线应市

场需求在北京再投 1611套数字电

影播放器，至此其在全国近 30 个

省、市投放的数字电影播放器总量

超过8000套，并以其成熟的产业链

和服务体系成为最具市场竞争力

的全国性数字电影院线之一。在

世纪东方院线总经理庄茵看来，世

纪东方的定位不仅是一家设备供

应商，更是一条有完整产业链、完

善服务保障体系的全国性电影

院线。

8 月 6 日下午，世纪东方院线

在京的 17名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位

于北辰东路9号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参观学习，听讲解、拍照片、

交流心得体会，一下午的行程安排

紧张而充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世纪东方院线配合相关单位在北

京 16个区县进行了多场主题电影

放映活动。我们专门组织在京的

全体同事来党史馆参观学习，就是

希望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学习党

的历史、发扬党的传统，以更高的

政治站位更好地为农村农民和基

层观众服务。”庄茵说。

据介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充

分发挥优秀电影作品感染人、激励

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世纪东方

院线依托其服务基层、技术保障等

方面的优势，积极配合中央宣传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共北京

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电影局等单位

完成了“永远跟党走——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全国公益电影主题

放映活动在京 16个区县的服务保

障工作。院线公众号连续推出建

党百年优秀国产影片推介和放映

设备使用维护教程。从放映效果

看，今年第 30周，世纪东方院线回

传放映卡超过 700 次，领跑全国

院线。

在积极配合大型主题活动展

映、做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服务的

同时，世纪东方院线还不断拓展公

益电影覆盖范围、探索延伸公益电

影服务内涵。早在 2015 年，世纪

东方院线就尝试在北京中小学开

展以电影为载体的授课教育模式，

让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取知

识。发展至今，院线先后与北京顺

义区东风小学、牛栏山中学等 27
所中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校园

电影教育活动，依托北京电影公益

放映工程的平台，把经典电影作为

校本课程每周放映，保证学生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观影60余部。

2018 年 6 月，教育部、中共中

央宣传部共同颁布了《关于加强中

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

指出优秀影片在中小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世

纪东方院线 2019年开始与门头沟

妙峰山民族学校、门头沟区电影发

行放映服务中心联合成立“电影传

承 红色文化”妙峰山民族学校影视

教育基地，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述红色故事。在今年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红色教育中，

基地通过“电影传承 红色文化 ”观

影活动，每月播放一部红色经典电

影，带领学生们学习党史、重温经

典，将红色记忆、红色传统、红色基

因植入每个学生的心中。

公益电影放映是打造基层宣

传思想阵地的重要一环，如何优

化服务、保障放映效果是世纪东

方院线长期钻研的课题。在长期

服务北京市场的经验基础上，世

纪东方院线总结出“农村公益放

映+校园放映+社区放映”三位一

体的服务模式。北京市公益电影

放映工作基础好，从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工程初始就采取了用占比

92%的固定放映点放映模式。在

保证放映场所和放映频次的同

时，城区各放映点积极回应观众

的观影热情，通过线上、线下宣

传、选片、预约相结合，电影与相

声、音乐会等艺术形式结合推广

的手段满足观众的个性化需求。

互动式、个性化、多层次的宣传意

味着更加精细化的服务，为此世

纪东方院线与各区文化馆等放映

单位通力配合，充分满足其在片

源、设备、服务保障等方面的个性

化需求，确保观众在第一时间看

到、看好心仪的电影。

北京世纪东方院线:
打造贯通全产业链的
全国性数字电影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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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主演的电影《怒火·重案》已于 7 月

30 日全国上映，并连续 7 天蝉联单日

票房冠军。作为陈木胜导演的最后一

部电影，《怒火·重案》不仅票房成绩优

异，在各大平台也获得观众一致的高

分好评。片方近日发布了影片导演特

辑，特辑的最后，甄子丹含泪哽咽道：

“这部片子最核心的就是导演的那团

火还没有熄灭，陈木胜他一生最爱的

就是电影。”有观众缅怀道：“感谢陈木

胜导演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好电影，

向远在天国的他致敬。”

《怒火重案》中足足有五场核心大

战，全程 128分钟，真正做到了目不暇

接，让人肾上腺素飙升，有观众表示，

“陈木胜导演在生命的最后尽头，仍然

贡献了一场动作盛宴”。尤其是甄子

丹和谢霆锋最后一场教堂终极对决，

警棍 PK蝴蝶刀，棍棍凌厉带劲，刀刀

封喉致命。有观众对谢霆锋抡大锤子

记忆尤其深刻，“拍出了那种被擦到边

儿就会死的致命感，隔着银幕感觉疼，

就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样。”

“择一事，爱一生”，陈木胜将自己

的一生热爱都奉献给了电影。在拍摄

电影《怒火·重案》后期时陈木胜就已

经患病，但还是将全部的精力放在这

部电影上。有观众看完片后表示：“陈

木胜导演用毕生的精力，捍卫了港产

动作片的荣光。”

从影三十年，陈木胜创作了《天若

有情》、《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

《扫毒》等众多经典作品，承载着许多

人的青春回忆。不少观众表示，结尾

看到导演的画面看哭了，也有观众感

慨道：“陈木胜导演的背影让人惋惜，

又走了一位能拍如此优秀动作片的导

演。” （木夕）

本报讯 由李玉、方励监制，申瑜

执导，万茜、李庚希领衔主演，是安、柴

烨、周子越、俞更寅主演，黄觉、潘斌龙

特邀出演的电影《兔子暴力》日前发布

宣传曲《乐园》MV。同时影片正式宣

布提档，将于 8月 14日七夕档全国公

映。宣传曲《乐园》由与非门作词作

曲，“青春兔子帮”四姐妹：万茜、李庚

希、柴烨、周子越演唱，展现出蓬勃奔

放的青春与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影片中，万茜、李庚希饰演一对

情感“错位”的母女。故事发生在一座

即将废弃的工业小城，在后妈阴影下长

大的少女水青（李庚希饰）苦苦等待十

七年，终于盼回了亲生母亲曲婷（万茜

饰）。曲婷很快融入到了水青的生活，

与水青及其闺蜜金熙（柴烨饰）、马悦悦

（周子越饰）组成了“青春兔子帮”，四个

同样孤独的姑娘建立起友谊，度过了一

段自由奔放的时光。但是，一个神秘男

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水青决定不惜

一切代价捍卫这失而复得的母爱。

本报讯 近日，由钱国伟导演执

导，陈小春、冯萌梦、谢天华、朱永棠

主演的警匪动作电影《孤战》宣布正

式更名为《热血燃烧》。影片讲述了

几个出生入死、义薄云天的好兄弟

齐心将强大的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

热血故事。

缉毒队队员泰桦、老米、阿峰、阿

棠是感情要好的四兄弟，多年前四人

参与逮捕跨国毒枭“老爹”，行动之前

上级卢 Sir 要求所有人上交行动电

话，以便防止窃听。然而“老爹”收买

了黑警，四人中了“老爹”圈套，阿峰

不幸遇难，卢 Sir 也在行动中牺牲。

阿棠就彻底从警队消失，老米与泰桦

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对于影片的主题和内核，总策划

赵亚飞透露，“影片的内核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尤其讲述了五常中的‘义’

和‘信’，这是当代年轻人所缺失的，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传承并发扬

光大。”

本报讯 由孙周、张洋执导，许宏

宇担任剪辑指导，王智、克拉拉、张丹

峰、张一鸣主演的都市爱情电影《深

爱》近日释出终极预告。影片改编自

天涯情感栏点击率总排行第一的文章

《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讲述了王惜

月与高寒、何娜与秦浩，两对年轻人在

深圳相遇、相爱，在现实生活中翻滚向

前的故事，将于 8月 13日七夕节档期

正式上映。

终极预告发布了大量电影的新画

面，多角度表现出爱情的浪漫悸动，也

同时折射着现实生活中无可避免的挫

折与迷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唤起了同

世代年轻人的共鸣。在一座城市之中，

或许曾经邂逅一见钟情的那个人，或许

曾经被无法兑现的承诺打败，或许忙忙

碌碌依然一无所有，或许豁然开朗时，

愿意与寂寞握手言和。

《深爱》为观众带来了甜蜜暴击，

也带来了味酸微苦。当生活失去自

信，当爱情遍体鳞伤，“是否还有勇气

再说爱”，预告片中出现的问题让很多

人无言以对，陷入沉思。导演希望观

众在看过《深爱》之后，能真正找寻到

让自己不再迷茫的答案，在七夕找到

爱的出口。

本报讯 日前，电影《梦境人生》宣

布定档9月10日，并发布定档概念海报

及定档预告。该片由编剧段祺华执导，

赵文瑄、王琳、王佳佳领衔主演，新生代

演员张开泰、李君婕加盟，刘恺威、元华

友情出演。影片讲述了“梦瑜伽”大师

李士豪突发脑梗，生命垂危之际，女儿

水晶为唤醒父亲，踏上了一场跨越时空

的“探梦”之旅的故事。

谈起拍摄《梦境人生》的初衷，段

祺华表示，他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根源

在于早年初恋的失败。正如电影中的

“梦瑜伽”大师李士豪，失恋中的一切

艰难困苦，都成了他走向成熟的内心

动力。

《兔子暴力》提档8月14日

《梦境人生》定档9月10日

《深爱》发布终极预告

《测谎人》发预售海报

《热血燃烧》陈小春再演警匪枪战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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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爱 情 喜 剧《测 谎

人》日前正式开启预售，并发布预

售海报。网友激动表示：“这个七

夕 ，就 靠 这 部 必 看 喜 剧 来 解 压

了！”。影片将于 8 月 13 日 18 点正

式 登 陆 全 国 院 线 ，现 正 火 热 预 售

中，观众可登陆各大售票平台进行

抢先购票，猫眼、淘票票双平台优

惠策略已上线，8 月 13 日 18 点后场

次全部通减 10.1 元。

电影《测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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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档

以来，本片备受观众期待，欢笑解

压的故事和真挚动人的情感拉满

期待值，被称为“今夏解压必看最

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