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由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央视

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全球知

名动画 IP《海底小纵队》系列大电影的

第二部《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将

于 7月 9日全国上映。影片近日发布

“新朋友！酷巴！”片段，萌趣十足的酷

巴首度登场，可爱的形象迅速吸引超

多亲子家庭的关注。

这次全新的系列大电影中，巴克

队长和皮医生为了送小章鱼酷巴回

家，结伴前往加勒比海。然而他们在

途中遭遇了突发事件，必须穿过丛林，

探索神秘的洞穴。在小纵队其他队员

的支援下，他们展开了全新的探险之

旅……

此前发布的定档预告中，新伙伴、

新探险，还有必不可少的新舰艇，悉数

亮相，吸引着小朋友们的关注，相信这

次必将体验一段奇幻而又精彩的

旅程。

影片首次公布的正片片段中，全

新角色酷巴闪亮登场！酷巴是一只来

自加勒比海的小章鱼，他因为触角受

伤，被皮医生救治。在大家的细心呵

护下，小酷巴终于快要痊愈了，他如果

能顺利通过游泳考试，就可以回到加

勒比海的家了！为了这次考试，海底

小纵队可以说是全员集结，为酷巴加

油，足以看出酷巴的“队宠”地位。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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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6日，淘票票迎来六

周年生日，为回馈用户一直以来的喜

爱，淘票票发起“淘票票 6 周年，美好

生活加张票”主题活动，邀请全国

6000余位淘麦VIP会员免费观影，感

恩和守护观众对电影的热爱。

此次活动共覆盖北京、上海、广

州、杭州、武汉、南京、深圳、成都、重

庆、长沙、西安、天津等全国 12 座城

市。其中，淘票票将联合广州、杭州、

武汉、南京、深圳、成都、重庆、长沙、

西安、天津 10城的共 100家影院提供

6666张免费电影票，淘麦VIP会员即

日起可使用 399 积分兑换该权益。

兑换成功的淘麦 VIP 会员可于 5 月

20日当天前往活动影院免费观影。

北京、上海两座城市虽然目前暂

时无法实现线下观影，但淘票票依旧

会为淘麦VIP会员“存张票”，以感谢

用户对电影的热爱不减，期待电影院

重新开放的时候，与用户影院相逢。

参与方式上，北京、上海的淘麦 VIP
会员可使用 9 积分参与抽奖活动，中

奖后即可获得 50 元电影通兑券，有

限期为 3个月。

据介绍，此次淘票票将在广州、

杭州、武汉、南京、深圳、成都、重庆、

长沙、西安、天津 10 城邀请淘麦 VIP
观看的影片为《唐顿庄园 2》。该片

是由西蒙·柯蒂斯执导，多米尼克·威

斯特、米歇尔·道克瑞主演的爱情片，

5 月 20 日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

上映。

作为享誉全球的英伦经典 IP，
《唐顿庄园》陪伴了很多观众的成

长。电影系列前作《唐顿庄园》于

2019 年全球上映，凭借过硬的品质

收获了 2.37亿美元的票房。在国内，

该片淘票票评分达到 8.8 分；在豆瓣

则稳居 8 分不下，评分人数近 8.8
万。影片妙趣横生的故事叙述、优雅

精致的服化设计和真挚细腻的情感

表达备受影迷赞誉。

此次《唐顿庄园 2》不仅有经典

面孔回归，还将有休·丹西、劳拉·哈

德克、多米尼克·威斯特等实力派演

员加盟，新老角色共同带来更有戏剧

张力和吸引力的故事。剧情上，影片

将发展出两条各具风格而又交相呼

应的剧情线——一个剧组打算进入

唐顿庄园进行电影拍摄，陌生人的

“闯入”让卡劳利家族的每一个人仿

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新兴文化和

传统生活发生了有趣的碰撞。另一

边，老伯爵夫人在南法竟然有一栋别

墅，随着一家人前往法国处理相关事

宜，老伯爵夫人一段隐藏已久的神秘

过往也悄然揭开。

正值 5月 20日，淘票票邀请影迷

走进影院，观看这样一部温暖的影

片，既是希望守护大家心中对电影艺

术的热爱，同时也为真诚感谢淘麦

VIP会员一直以来的陪伴。

淘麦 VIP 由淘票票和大麦联合

发布，是行业内首个打通“电影+演出

场景”的联合会员体系，可为电影和

演出用户提供“买一赠一”、早鸟优

惠、电影退改签、免费观影/观演、明

星见面会、快速通道、正版周边等一

系列「超值，超期待」权益。

除“淘票票 6 周年，美好生活加

张票”活动外，近期淘麦 VIP 还推出

了阿那亚戏剧节七大好戏会员优先

购、《巨星嫁到》买一赠一等多个电

影和演出权益，淘麦 VIP 用户登录

淘票票或大麦 APP 即可使用积分参

与兑换。

（赵丽）

本报讯 英伦经典 IP 系列新作

《唐顿庄园2》日前发布“新篇开启”特

辑，卡劳利家族重返大银幕，开启新

纪元——电影剧组入驻庄园，精彩

“戏中戏”上演；老伯爵夫人意外获赠

南法别墅，一家人启程前往法国探寻

其背后的隐秘往事。影片将于5月20
日全国上映。

《唐顿庄园》影版第一部围绕着

皇室莅临而展开，而由原班编剧朱利

安·费罗斯执笔的《唐顿庄园2》中，新

的“不速之客”到访，将带来更具张力

的剧情——一个电影剧组想要在奢

华古典的庄园内进行拍摄，尽管一些

家族成员对此难以接受，但由于庄园

急需资金修缮，丰厚的报酬还是让大

家采纳了拍电影的提议。第一次见

到复杂的拍摄场面和星光熠熠的电

影演员，整个庄园都陷入热闹与疯

狂。但随着相处的深入，大家发现光

鲜亮丽的剧组与大明星背后有着不

为人知的一面，而庄园里这群看似没

见过大世面的人也能有十足的智慧

与能量。新兴现代文化与传统庄园

生活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两者能

否从格格不入到和谐交融？静待大

银幕揭晓。

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中拍电

影”的有趣设定也将向观众展现唐顿

庄园“庄严”之外的“鲜活”，饰演玛丽

小姐的米歇尔·道克瑞就坦言：“通常

楼下更热闹，所以当楼上也充满活

力，就很有意思。”而这一设定，除了

为剧情增添新鲜感，也让拍摄现场充

满趣味性，伊迪丝小姐的饰演者劳

拉·卡尔迈克尔就笑称自己在拍摄时

颇为“迷惑”，有时会陷入分不清真摄

像机与道具、不知该看哪个镜头的的

乌龙之中，令人忍俊不禁。

此次《唐顿庄园 2》两条故事线交

织并行、交相呼应，既有逗趣幽默的

喜剧桥段，也有戳心温暖的动人瞬

间，无论是对这一 IP有着深厚感情的

资深粉丝，还是初次了解的普通观

众，都能从中收获快乐与感动。正如

影片的制片人莉兹·特鲁布里奇所

说：“大家都需要一部能让人开怀大

笑、潸然泪下又倍感愉悦的电影。”另

一制片人盖瑞斯·尼姆也认为《唐顿

庄园2》是观众重回影院的绝佳理由：

“《唐顿庄园2》中会有很多欢笑，有浪

漫，也有悲伤，还有泪水。更重要的

是我们能和这个地方以及美好的角

色们再度相会。”

（杜思梦）

《牧民省长尕布龙》

影片截取了尕布龙日常生活中

颇具典型性的工作生活片段，用艺

术、真实、动人的表现形式，塑造了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优秀

共产党员、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感

人至深的形象，展现其简朴廉洁、勤

政务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青海

发展进步和人民幸福安康奉献终身

的公仆精神，向观众传达尕布龙的精

神追求。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剧情/传记

编剧：段越豪/刘夏

导演：刘建华

主演：黄品沅/沈丹萍/王子子/刘

向京

出品方：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

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

发行方：宁波尚雅文化

《生死营救》

在一次监狱营救任务中，八路军

班长李天明带领着二班最先发起攻

势，解救了一大批被日军俘虏的人

质。苏钰卿从北平只身一人来到沂

蒙山，寻找李天明的队伍，却不料被

日本兵擒获……

上映日期：5月21日

类型：战争

导演：高成岗/柯伯龙

主演：叶鹏/姜春琦

出品方：西安亚细亚影视/山东

骑士影业/山东森凰影视

发行方：迦南影地传媒

《唐顿庄园2》（英）

影片为2019年《唐顿庄园》电影

的续集，在这一部故事中，唐顿庄园

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与此同时，

老伯爵夫人的一段神秘过往也将被

揭晓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剧情/爱情

编剧：朱利安·费罗斯

导演：西蒙·柯蒂斯

主演：米歇尔·道克瑞/休·博纳

维尔/伊丽莎白·麦戈文

出品方：英国嘉年华电影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异兽》

五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意外进

入了怪兽横行的时空。在一个充满

了不可思议的能量矩阵的结界中，他

们五个人似乎进入了一场无限循环

的生死杀戮游戏……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惊悚

导演：周杰

主演：李鑫妍/吴晓丽/吴雨峰

出品方：贵州龙仁影视/北京创

琇得洺影视等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传媒

《黎乡遇见你》

邱启辰三兄弟机缘巧合来到海

南黎族红山村，对美若天仙的黎族姑

娘阿雅一见钟情。为博得阿雅的欢

心，三人绞尽脑汁却闹出了一出又一

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郑洋

主演：周路/陈雅静/乐轩/张玉龙

出品方：海南椰云数字影视动漫

有限公司/海南软件与信息服务创业

投资基金

发行方：东方稻田文化传媒

《天之坑》

在苏阳的世界里，他接受不了妻

子王晓静每天俗不可耐的教诲，于是

选择逃离作为抗争。觅“地下”的天

坑为余生的世外桃源，在天坑里他遇

到诸多令人费解的事情，这让他的灵

魂在人性的天坑里挣扎，他能否出自

己的天坑？

上映日期：5月20日

类型：剧情

编剧：尹马/周礼银/邓翰超

导演：周礼银/邓翰超

主演：文东俊/张怡心/朱洪霖/李

牧谣

出品方：云南青派文化/昭通中

翰传媒/小太多影业

发行方：辛起点文化传媒

◎新 片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打造的爱情

喜剧《巨星嫁到》5月13日正式登陆中

国内地市场。影片同时发布“甜蜜上

映”预告，“乐坛天后”詹妮弗·洛佩兹

携手人气歌手马鲁玛狂拼语速，挑战

一分钟剧情梳理，趣味性十足。

电影《巨星嫁到》讲述了一个疯狂

搞笑同时也浪漫动人的故事。正如预

告中所呈现的，流行天后凯特与同为

巨星的男友巴斯蒂安即将在演唱会结

婚，就在两人喜结连理的前一刻，凯特

发现了巴斯蒂安的不忠，“理智”的她

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

与现场的路人甲结婚！这位“幸运儿”

就是被朋友拽去看演唱会的普通数学

老师查理，两人就此阴差阳错地开启

了一段“巨星平民恋”。当第一次进入

对方陌生的世界，巨大的差异让他们

囧态百出，制造出诸多笑料，令人忍俊

不禁。正如导演凯特·柯罗所说：“这

部电影给人的感觉是清风拂面，可以

让人们展露笑容。”

随着凯特与查理的相处，两人日

益亲密，查理的温柔细心打动了凯特，

而凯特的光鲜亮丽背后真实可爱的性

格也吸引着查理。就在他们的关系即

将更进一步之时，“不安分”的巴斯蒂

安却又来“整活儿”，打算借着与凯特

携手入围格莱美来挽回旧情。一边是

曾经深爱并有着共同音乐梦想的巴斯

蒂安，另一边是“先婚后爱”、跨越鸿沟

灵魂愈发契合的查理，凯特将会作何

选择？欢乐与感动兼具的心动之旅将

怎样发展？令人期待。

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之外，丰富

动听的音乐是《巨星嫁到》的另一大亮

点。影片有多达 9 首的原创歌曲，其

中融入了欢乐、心碎与治愈的内容，每

首歌都映射了特定角色在成长路上的

故事与情感。 （杜思梦）

淘票票六周年
为全国6000余位淘麦VIP“加张电影票”

《唐顿庄园2》惊喜“戏中戏”大幕拉开

本报讯 5 月 14 日，根据 Netflix
（网飞）网页显示，由易烊千玺主演的

电影《奇迹·笨小孩》将于6月1日上线

Netflix。
据悉，电影《奇迹·笨小孩》是由文

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

演的励志电影，它讲述了一个20岁少

年景浩为了让妹妹景彤过上更好的生

活，与一群平凡人组队创业，共同追逐

幸福的故事，于 2022 年 2 月 1 日在中

国大陆上映。

网友们也都纷纷表示祝贺：“期待

易烊千玺，海外朋友一起来看奇迹笨

小孩。”“真好，真的好喜欢景浩，世界

第一好哥哥。” （花花）

《奇迹·笨小孩》6月1日上线网飞

本报讯 据外媒 Deadline 消息，

《唐顿庄园》、《美女与野兽》男星

“大表哥”丹·史蒂文斯加盟《哥

斯拉大战金刚 2》，担任主演。

据 悉 ，影 片 今 年 夏 天 在 澳 大

利亚昆士兰州拍摄，澳大利亚政

府 和 昆 士 兰 州 政 府 将 给 予 这 部

电 影 将 近 1500 万 美 元 的 税 收 优

惠 和 补 贴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哥

斯 拉 大 战 金 刚》和《金 刚 ：骷 髅

岛》都是在昆士兰州黄金海岸拍

摄的。

《哥斯拉大战金刚》一年前在

北美院线和流媒体同步推出，疫

情期间票房表现不错，全球票房

4.68 亿美元，北美 1 亿美元，中国

内地 12.3 亿元人民币。

（花花）

本报讯 是枝裕和执导的首部韩

语片《掮客》中国香港定档 6 月 23 日

上映，同时定名为《孩子转运站》，由

安乐影片有限公司发行。

影片由宋康昊、姜栋元、裴斗

娜、“IU”李知恩主演，讲述那些没有

条件养育孩子的人，将孩子放入特

殊的育儿箱，随之丢弃而引发的一

系列故事。

影片已入围第 75 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将于 6 月 8 日韩国上

映，6 月 24 日日本上映。

（花花）

丹·史蒂文斯加盟《哥斯拉大战金刚2》

《掮客》香港定档6月23日

《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新朋友酷巴登场

詹妮弗·洛佩兹新作《巨星嫁到》中国内地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