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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德之路》

全景式展现从西藏和平解放前

到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到

新世纪，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传记/历史

导演：鲁坚

编剧：鲁坚

主演：阿旺仁青/多布杰

出品方：梧桐汇/净土数字经济产

业集团

发行方：漫飞驼

《潮汕风云》

民国时期，渔霸黄天纵觊觎夺得

妈祖玉像，设计放火烧了渡头村的渔

船，将渔民逼上绝路。玉像传人郭小

妹为使玉像不落他人之手，嫁给当地

家世显赫的林陶再之子林铭义。岂

料，迎亲当晚，林铭义被土匪劫走，身

怀绝技的郭小妹孤身上山，独闯土匪

窝，救出林铭义，不料却发现更大的

阴谋。

上映日期：9月9日

类型：动作/悬疑

导演：蒋亚

编剧：郑钟海

主演：王宇/陈庭威/朱铁和/方莉莉

出品方：广视传媒/星影汇影视/
展宏影业

发行方：亚视影业

《梦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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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爱情/悬疑

导演：段祺华

编剧：段祺华

主演：赵文瑄/王琳/王佳佳/张开泰

出品方：华梦宇宙/人金文化/华
梦文化/嘉方影视

发行方：人金文化

《直击现场》

讲述了在厦门务工的莆田籍三兄

弟夜归途中，在厦门忠仑公园附近遇

见歹徒抢劫一个女生林俪背包时，三

兄弟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和歹徒激烈

搏斗，不料相继被砍伤的感人故事。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剧情

导演：卓建荣/许江华

主演：潘阳/许绍洋/陈国坤/陶慧敏

出品方：蓝火焰影视/乐众文化/
莆田商会/超讯华影/巨岸实业/狮子影

业/信和达/鑫镇华工贸

发行方：中影数字/蓝火焰影视/
万合影业

《非常·主播》

深陷债务危机的张晓天灵机一

动，将自己包装成新时代年轻人回乡

创业。回村后，张晓天五花八门的网

红包装套路竟真获得网友一片关

注。然而纸包不住火，张晓天所有的

行踪败露了。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黄剑波

编剧：史昂

主演：丁溪鹤/蒲萄/林盛东/庄佐

出品方：市子砚影视

发行方：南方都市报

《悬崖》

讲述了一个谎言、骗局、偶然交

织,进而引发出的一段荒诞故事。

上映日期：9月10日

类型：剧情

导演：韩志

编剧：刘娟娟/李娜/杜长泉

主演：王迅/李易祥/张磊/王佳佳

出品方：开画影业

发行方：开画影业

《陪你很久很久》（中国台湾）

性格憨直的赵玖秉的整个青春，

都是陪着梁薄荷一起度过的，两个青

梅竹马的伙伴一路相伴成长，他们的

欢笑和眼泪都与彼此有关。上了同

一所大学后，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导致

薄荷的初恋被帅气的学长夺走。抓

不到，又舍不得放手的九饼决定不再

沉默，要为自己的女神奋力一搏。

上映日期：9月9日

类型：爱情

导演：赖孟杰

编剧：赖孟杰/刘雪容

主演：李淳/邵雨薇/蔡瑞雪/宋柏纬

出品方：嘉扬电影有限公司

发行方：华夏/环鹰时代

《高卢英雄：魔法的秘密》（法国）

高卢村庄的大祭祀盖塔菲克斯

想为自己找一个继任者，并把高卢村

庄抵抗外敌入侵的关键法宝神奇药

水教给继任者。盖塔菲克斯带着村

庄最英勇的战士阿斯特克斯和奥贝

里克斯寻访遍历整个高卢寻找合适

的继承人。 而与此同时，师出同门的

硫磺克斯在消失多年后和入侵者狼

狈为奸，暗中掀起一场争夺神奇药水

的战争。

上映日期：9月11日

类型：动画

导演：亚历山德拉·阿斯提耶尔/
路易斯·克里希

编剧：亚历山德拉·阿斯提耶尔/
勒内·戈西尼

配音：里克斯蒂昂·克拉维埃/艾
丽·赛门

出品方：法国M6工作室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由马丽、常远、艾伦、魏

翔、王成思、杜晓宇、陈冰、冯秦川、李

海银、克拉拉、刘冠麟等主演，高可执

导并编剧的喜剧电影《李茂换太子》

宣布定档12月31日。此番马丽常远

首组“非常美丽”全新“CP”，“精分式”

演技解锁“交换人生”新活法，为观众

奉上一道解压贺岁大餐。

定档预告让人率先领略到“李

茂”的搞笑实力，常远一人分饰两

角，挑战自己和自己对戏，全程在胆

小卑微的捕快李茂和自信高贵的皇

族太子之间切换自如。马丽饰演李

茂妻子杨家珍，当长相一模一样的

李茂和太子同时出现时，日夜相伴

的妻子也不禁犯了迷糊，直呼“看重

影了”，撞脸高能名场面就此爆笑诞

生，观众笑称“不愧是马丽常远，有

那味了”。

影片由新丽传媒、非洋娱乐、腾

讯影业、天津阅文联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首部根据“童话大王”郑

渊洁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皮皮鲁与

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定档 9 月 30 日，

同时释出全新海报及预告。淘气包

皮皮鲁在罐头小人的帮助下上演“学

渣”逆袭记，登上光荣榜成了老师和

家长眼中的小天才。鲁西西也在一

次次不可思议的经历中明白了友谊

与爱的重要，二人最终都找到了更精

彩的自己。

此前影片已举办多场超前观影，

有观众观影后赞叹“让我们回到了小

的时候”、“特别感动，探讨了孩子教

育的本质，对家长有很大的启发”。

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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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动漫、北京无限

自在、北京书瑶出品。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导演速达执导的

《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宣布

定档 10月 1日。《大耳朵图图》距离首

播至今已有17个年头，陪伴了两代人

的成长，图图这个活泼可爱的形象也

深深地印刻在大家的回忆里。该片

是《大耳朵图图》的第二部大电影。

本次发布的“图开心”版定档海

报充满童趣色彩，正如孩子们五彩斑

斓的童年，大耳朵图图和霸王龙小分

队成员刷子及宠物小怪在番豆社区

中愉快的进行着“恶作剧”，拥有着自

由快乐的童年，而番豆社区的居民们

在霸王龙小分队“正义的恶作剧”的

影响下，也欢聚一堂捧腹大笑。

（影子）

本报讯 西班牙励志冒险动画电

影《麦哲伦环游历险记》近日定档9月

19 日并发布定档预告。该片由西班

牙导演安赫尔·阿隆索执导，演绎了

麦哲伦奇妙的探险旅程。

《麦哲伦环游历险记》讲述了葡

萄牙著名航海家、冒险家斐迪南·麦

哲伦为了证明“地球是圆的”，和朋友

们开启了一段疯狂又刺激的航海之

旅。预告片中，由麦哲伦率领的五艘

航船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启航，巨大

的风暴、神秘的原始部落都在前方等

待着他们，而这一切的冒险都源发自

麦哲伦一个疯狂而大胆的想法——

证明地球是圆的。

该片由西班牙迪布里顿工作室、

西班牙埃尔卡诺-迪布里顿AIE电影

公司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法国合家欢3D动画电影

《高卢英雄：魔法的秘密》将于 9月 11
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该片以法国高卢人抵抗罗马军

团为背景，讲述了高卢村庄的大祭司

盖塔菲克斯想为自己找一个继任者，

并把高卢村庄抵抗外敌入侵的关键

法宝神奇药水交给继任者。盖塔菲

克斯带着村庄最英勇的战士阿斯特

克斯和奥贝里克斯寻访遍历整个高

卢寻找合适的继承人。 而与此同时，

师出同门的硫磺克斯在消失多年后

和入侵者狼狈为奸，暗中掀起一场争

夺神奇药水的战争。

（影子）

本报讯 改编自残奥会冠军苏

桦伟真人真事的电影《妈妈的神

奇 小 子》已 正 式 登 陆 全 国 院 线 。

在日前北京举行的观影活动上，

影片监制兼主演吴君如线上与观

众交流。

吴君如现场分享饰演苏妈的感

受：“我跟苏妈本人聊了好多次，其

实妈妈什么都是为了儿子出发，她

的爱是无私的。”在被问到印象最深

刻的一场戏，吴君如坦言：“每一场

戏对我来说都印象好深，特别是最

后母子吵架的那场戏，母亲把她这

么多年的委屈爆发出来，你残废没

人怪你都是怪妈妈，以前真的会有

人这样歧视他们，所以演这场戏的

时候我非常感同身受。”

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在中

国香港和内地的三轮点映中都收

获颇丰，不仅夺下 2021 年中国香

港暑期档华语片票房冠军，内地点

映也拿下了猫眼 9.2、淘票票 9.0 的

高分。

（木夕）

本报讯 近日，电影《关于我妈的

一切》发“真实妈妈”特辑，联手新世

相倾听了 50 位妈妈讲述从自己当妈

开始独特又温情的亲身经历和所思

所想，展现了一副真实生动的当代母

亲群像。妈妈们虽然年龄、身份、经

历等各有不同，成为母亲也让她们有

过困惑、挣扎与眼泪，但她们对孩子

的爱意都一样纯粹美好。影片将于9
月 19 日中秋档上映，9 月 10-12 日将

开启超前点映。

该片由赵天宇导演，徐帆、张婧

仪、许亚军领衔主演，张歆艺特别出

演，吴彦姝、李程彬、韩云云主演，陈

明昊友情出演。 （影子）

本报讯 动作大片《007：无暇赴

死》近日发布终极预告，丹尼尔·克雷

格版“007”的终极任务揭开冰山一角，

反派阴谋初露，“邦女郎”善恶不明，一

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大戏即将打响。电

影将于9月底在全球陆续上映。

从最新预告不难看出，邦德此次

面临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拥有危

险高科技武器的系列最强反派萨芬，

筹划着惊天阴谋，让邦德不得不搏命

反击；与邦德出生入死的“邦女郎”玛

德琳·斯旺也似乎迎来身份反转。

法国女演员蕾雅·赛杜饰演的

“邦女郎”玛德琳·斯旺，是继《007:幽
灵党》后二度出场。此次，她的复杂

性将为故事带来更多波澜，身为邦德

的枕边人，却拥有与反派萨芬相同的

面具，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阴谋。两

人的爱情与信任这次将面临严峻考

验，这些纠葛将令剧情出现不可预知

的发展。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皮克斯发布了电影

《夏日友晴天》的艺术画，画家用细腻

的笔触描绘出意大利海滨小镇人们

悠闲的生活，一些小细节更增添了趣

味性。

作为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第 24

部长片，《夏日友晴天》将地中海风光

融汇升华，打造出比现实更加惊艳迷

人的美丽世界。在片中，一对海怪少

年共同踏上闯荡人类世界的“冒险”

引出不少笑料。该片已于 8 月 20 日

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子）

本报讯 近日，演员浦莎莎受邀参

加在北京举办的 2021 中国国际时装

周，并亮相 LIN STUDIO 琳工坊 22 春

夏发布会。

据介绍，LIN STUDIO彰显法式优

雅浪漫与其倡导的独立女性精神，相

互浸染勾勒出独树一帜的高贵内涵，

迎合了独立女性的审美品位。本季

设 计 理 念 来 源 于 电 影《The
Dressmaker》中的女主形象以及 1950
年代的时代美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英雄主义，女性如是。

浦莎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

出演《亲家》、《父亲的诺言》、《吴承恩

与西游记》、《画家村》、《不负人民》、

《最后 58 天》等影视作品。在演艺生

涯风生水起之时，她为了更好地陪伴

孩子的成长，曾创办小马儿童剧团，

用戏剧与儿童素质教育有机结合，投

身儿童戏剧教育事业。她认为，当代

独立女性不仅要精致、光彩，更要沉

稳、坦然，在脚踏实地的坚实步履中

实现自我的价值。

2020 年 8 月，浦莎莎主演了由哈

斯朝鲁执导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

《枫叶红了》。近日，浦莎莎参演的由

芒果TV、湖南卫视等共同投资的网剧

《婆婆的镯子》正在热播。可以说，浦

莎莎是一个独立的女性的代表，也是

一个出色的实力派演员，此次她在中

国国际时装周上的装束也展示出了

当代独立女性的风采与态度。（影子）

马丽常远搭档《李茂换太子》
12月31日上映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定档9月30日

《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
定档10月1日

西班牙动画《麦哲伦环游历险记》
定档9月19日

法国动画电影《高卢英雄》9月11日全国上映

《妈妈的神奇小子》吴君如感慨母爱无私

《关于我妈的一切》发“真实妈妈”特辑

演员浦莎莎受邀参加
中国国际时装周LIN STUDIO琳工坊22春夏发布会

皮克斯发布
电影《夏日友晴天》艺术画

《007：无暇赴死》邦德归来“邦女郎”身份成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