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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

▶《回廊亭》

编剧：文宁、许渌洋、张士栋

导演：来牧宽

主演：任素汐、刘敏涛

故事梗概：讲述的富商离世，巨额

遗产等待分配，各怀鬼胎的高家众人齐

聚回廊亭，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财产，而

是一场审判。一年前发生在回廊亭的火

灾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律师周扬（任

素汐 饰）此番归来，誓要为爱复仇，找出

隐藏在回廊亭中杀害男友的真凶。

▶《检察风云》

编剧：赵鹏、麦兆辉

导演：麦兆辉

主演：黄景瑜、白百何、王丽坤、王

千源

故事梗概：讲述了作恶多端的富商

突然身亡，由此牵扯出一起陈年旧案。

年轻的检察官尝试探寻更大的黑幕，正

义和罪恶的势力展开生死对抗，看似已

定的终局下竟然还隐藏着更触目惊心的

答案……

▶《暗杀风暴》

编剧：沈锡然

导演：邱礼涛

主演：张智霖、古天乐、吴镇宇、胡杏儿

故事梗概：轰动全城的连环杀人

案接连发生，凡是收到“死亡通知单”的

人，都将按预告日期，被神秘杀手残忍

杀害。为尽快破案，爆炸案目击者黄少

平（古天乐 饰），警察罗飞（张智霖

饰），专案组韩灏（吴镇宇 饰）一起入

局。真相不断在反转，惊人的秘密逐渐

浮出水面……

▶《新秩序》

编剧：马浴柯、顾浩然

导演：马浴柯

主演：张家辉、阮经天、王大陆、秦沛

故事梗概：横跨黑白两道的洪泰集

团长期暗中从事人体器官交易等犯罪活

动，陈安（张家辉饰）的妹妹便是受害者

之一。为报仇，陈安与以麦朗汶（阮经天

饰）、马文康（王大陆饰）为首的势力短兵

相接……

▶《彷徨之刃》

编剧：杨薇薇、陈卓、李佳颖、徐翔

云、东野奎吾

导演：陈卓

主演：王千源、王景春、齐溪

故事梗概：电影保留了小说中原汁原

味的情节脉络，讲述了一名单身父亲在女

儿被几名未成年人凌辱杀害后，与凶手和

警方展开情与法终极较量的故事。

▶《风再起时》

编剧：翁子光

导演：翁子光

主演：梁朝伟、郭富城、杜鹃、谭耀文

故事梗概：讲述曾经叱咤香港警坛

的四大探长南江、磊乐、严洪、胖子韩在

20世纪60年代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

纵横黑白两道，几经沉浮却最终因香港

反贪新篇章的开启，而归隐的故事。

▶《被害人》

编剧：吴菁

导演：徐伟、何文超

主演：冯绍峰、陶虹、黄觉

故事梗概：围绕着一起抢劫杀人案

展开，冯绍峰饰演的警官袁文山在逐渐

深入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案情的真相远

非表面那般简单，三案并行，一场利益和

正义的较量愈演愈烈。

▶《猎狐行动》

编剧：张立嘉、夏侯云珊

导演：张立嘉

主演：梁朝伟、段奕宏

故事梗概：国内首部将“海外追逃”

搬上大银幕的电影作品。讲述的是中国

公安部经侦局猎狐专项行动小组跨境追

捕被列为国际“红通”名单的金融犯罪嫌

疑人的故事。

▶《明日战记》

编剧：罗志良、杨倩玲

导演：吴炫辉

主演：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刘嘉玲

故事梗概：背景设定在2055年的未

来。讲述一支精英部队肩负起拯救地球

的任务，与陨石带来的外星生物作战、卷

入惊天阴谋的故事。

▶《平原上的火焰》

编剧：曹柳

导演：张骥

主演：周冬雨、刘昊然、梅婷

故事梗概：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由

刁亦男监制，讲述刑警庄树在追查一起

出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竹

马的好友李斐也被牵扯其中，由此揭开

八年前一段往事。

▶《光天化日》

编剧：尚可

导演：王大庆

主演：沈腾、张雨绮、高捷

故事梗概：讲述港澳回归不久，内地

的尊非到富商黄朝晋的手下谋生，成为

了黑社会的小头目。尊非意识到应该换

一种活法，决定金盆洗手。但黄老板想

让尊非继续为自己卖命，尊非到底如何

选择？

▶《天才游戏》

编剧：程亮

导演：程亮

主演：彭昱畅、丁禹兮

故事梗概：讲述身份迥异的天才少

年刘全龙与富家少年陈伦，在因缘际会

下开始了一场人生交换的故事。两个少

年的人生镜像，一场命运的冒险游戏，就

此开启。

▶《坚如磐石》

编剧：陈宇

导演：张艺谋

主演：雷佳音、张国立、于和伟、周冬雨

故事梗概：讲述了一个供职于市局

刑事鉴定中心普通的青年警察，为了保

卫人民群众的安全，开始了一趟惊心动

魄的侦查之旅。

▶《神探大战》

编剧：韦家辉、贾淕、李捷、王易冰

导演：韦家辉

主演：刘青云、蔡卓妍、林峯

故事梗概：讲述了自封“神探”的凶

手与真正的“神探”鬼才之间展开的斗智

斗勇的故事。

▶《扫黑行动》

编剧：管彦杰

导演：林德禄

主演：周一围、秦海璐、张智霖、王

劲松、曾志伟

故事梗概：以全国扫黑办重点督办

案件为原型,讲述了政法干警运用科

技、金融等新型手段与黑恶势力斗智斗

勇,全力维护群众利益,坚决打击犯罪

的故事。

本报讯 青春校园电影《一周的朋

友》6月18日全国上映，影片由林孝谦

执导、吕安弦编剧，赵今麦、林一领衔

主演，沈月特别出演，汪佳辉领衔主

演，青春感爆棚的四位主演带来暖心

的校园友情故事。

赵今麦、林一、沈月、汪佳辉在片

中饰演四个高中好朋友，少年感满满

的他们穿上高中校服毫无违和感。导

演林孝谦曾执导全球票房超 14 亿的

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在本片

中，依然是以细腻的视角，温柔的口

吻，将镜头聚焦在高中女生林湘之化

解青春中孤独的故事。电影根据叶月

抹茶同名漫画改编，作者曾表示“很喜

欢新的剧情改编”。

片中，赵今麦饰演的林湘之有一

种奇怪的病，对朋友的记忆只有一

周。转学来到胜华高中后，新同学徐

又树、宋晓楠和蒋吾对她的故事产生

了好奇。面对不愿提及的过去，好朋

友们选择了保护和守候。不少网友参

与超前观影团后表示“影片后半段有

惊喜”、“剧情有新鲜感”、“有很多考究

的小细节”。

《一周的朋友》取景拍摄于真实的

高中校园，黑板上高考倒计时的粉笔

字、课桌上堆成小山的书本、同学之间

的相处细节，戳中主演们和网友学生

时代的记忆。采访中，饰演宋晓楠的

沈月提及：“拍教室戏的时候，会想到

自己曾经坐在哪个位置”。四位主演

在戏外也是真实的好友，林一在直播

中介绍他们四个人的群聊名称叫做

“不止一周的朋友”。正如网友所说，

和最好的朋友分享的青春，不比初恋

少半分。正因一起分享过快乐，经历

过困难，高中的好朋友会是一辈子的

好朋友。

电影上映首日6月18日恰逢农历

5 月 20 日，公历“520”是情侣告白日，

而“农历 520”是朋友告白日，是朋友

专属的仪式感。暑假正是好友见面的

好时候，许多刚刚毕业的同学也约定

了考后在影院看《一周的朋友》。有不

少网友@出自己的闺蜜、好友，相约在

“有爱的日子看有爱的电影”，因为“约

你看一周的朋友，代表想和你做一辈

子的朋友！”。

该片由阿里影业可能制造、工夫

真言影业、星野影业有限公司、东阳三

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夫影业有限

公司、东阳清晨影视有限公司出品，浙

江微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工夫影业（宁波）有限公司、北京微梦

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上

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发行，北

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中影

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发

行。 （赵丽）

本报讯 近日，由陈思诚导演、编

剧，黄渤、荣梓杉领衔主演的奇幻合家

欢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日前发布

“我的老师很搞笑”贾冰特辑。友情出

演的贾冰饰演任小天（荣梓杉饰）的老

师，这位看上去颇具威严的老师，在学

生面前总是“严肃不过 3 秒”，眼镜屡

遭横祸，看来当小天的老师还是个费

眼镜的工作。

片中贾冰饰演的邓老师总板着

脸，一副黑框眼镜更为他添了几分不

怒自威的气场。可眼镜形成的“气场

结界”却总被打破。不是“飞来横球”

把眼镜腿砸断，就是巡视早操时被认

真做操的任小天一胳膊碰断。遇上任

小天和同伴们，邓老师的严肃总是撑

不过 3 秒，他强装镇定的神态让人忍

俊不禁。

而为了将这些镜头拍得自然而喜

感，在拍摄时贾冰的脸前前后后被球砸

了十几次，即便脸已通红，仍主动要求

“再来一次”。在拍摄另一场戏时，荣梓

杉需要在做操时将贾冰的眼镜打掉。

身为前辈的贾冰看出了梓杉的犹豫，反

而安慰道，“没事，别舍不得，大胆使

力”。最佳“笑果”的背后是喜剧人们的

精益求精。除了贾冰外，《外太空的莫

扎特》还有黄渤、姚晨、范伟、许君聪、于

洋等一众喜剧人欢乐集结，这个夏天共

同带给你一场久违的开怀大笑。

《外太空的莫扎特》由陈思诚导

演，黄渤、荣梓杉领衔主演，姚晨特别

出演，范伟、贾冰友情出演，许君聪、于

洋主演。 （影子）

本报讯 近 日 ，动 画 电 影《新

神榜：杨戬》发布一组“逍遥神仙”

图，多角度展现杨戬的“神颜”，和

影片古风奇幻的气质展现得淋漓

尽致，也令人十分好奇这位“不问

世事”的逍遥神仙，将在新神话世

界里展开怎样的奇幻冒险之旅。

《新神榜：杨戬》由赵霁执导，

讲述封神大战一千五百年后，天

庭衰落，蒙冤落魄的杨戬以赏银

捕手为业谋生。一日，杨戬接受

了一位神秘访客的赏银去追捕一

位少年，意外发现少年竟是自己

的亲外甥沉香。沉香立志要寻回

宝 莲 灯 ，劈 山 救 母 ，却 将 酿 成 大

祸。杨戬踏上追寻沉香并揭开尘

封往事的旅程。

影 片 将 于 2022 年 暑 期 档 上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古装宫廷爱情轻喜剧《我

叫刘金凤》发布定档预告和海报，正式

宣布将于6月24日在优酷“宠爱剧场”

独家播出。

该剧改编自戈鞅小说《皇后刘黑

胖》，讲述了仙葩村村花刘金凤（辣目

洋子 饰）入宫成为皇后，与小皇帝段

云嶂（李宏毅 饰）化身欢喜冤家笑闹

后宫一路成长，历经情感波折后坚定

心中所爱，帝后终得幸福美满的爱情

故事。由徐惠康执导，辣目洋子、李宏

毅领衔主演，陈欣予、郭丞、陆宇鹏、杨

万里、漆培鑫、李博洋联合主演，白澍、

姚芊羽、王东特别出演，李智楠、林一

霆友情出演。

定档预告开头就先声夺人，金凤

一句“看来战争，已经开始了”展现出

《我叫刘金凤》别出心裁的反套路特

点，不过画面一转，观众就明白这场

“战争”，原来是刘金凤与段云嶂之间

的爱情追逐战。而刘金凤的追爱方式

可谓简单直接，喝退左右臣子，一把推

倒皇上，自此刘金凤正式嫁入皇宫，成

为东皓皇后。

剧中，辣目洋子和李宏毅这次组

合出演，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新鲜

感，无论是辣目洋子鬼马逗趣与李宏

毅少年明朗的气质碰撞，还是两人超

萌的身高差，都让观众期待《我叫刘

金凤》能成为古装爱情喜剧中独树一

帜的存在。

（杜思梦）

本报讯 《侏罗纪世界 3》在全球

上映后，票房一路飙升。影片全球票

房已高达 6.22亿美元，成为疫情期间

第七部全球破 6 亿美元的好莱坞电

影。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侏罗

纪世界 3》北美再揽 5866 万美元的票

房，实现连冠。目前该片北美票房已

达 2.4979亿美元，升至北美票房年榜

第4。
影片的海外票房表现力也十分

惊人，总票房为 3.724亿美元，中国是

海外市场最高票房来源地，影片于 6
月1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截至6月20
日，总票房破 6.21 亿人民币（约合

9259万美元）。 （花花）

《人生大事》

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

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小

文的出现，意外地改变了莫三妹对职

业和生活的态度。

上映日期：6月24日

类型：剧情/家庭

编剧：刘江江

导演：刘江江

主演：朱一龙/杨恩又/王戈/刘陆

出品方：联瑞影业/横店影业/中影

股份等

发行方：中影股份/联瑞小树苗影

业等

《迷途重生》

畏罪潜逃者为逃避追击，劫持来

此地毕业旅行的探险学生，闯入生命

禁忌黑色地带，能否有人逃出生天？

上映日期：6月24日

类型：惊悚

导演：赵晖

主演：冯萌梦/王一漪/于歌

出品方：华原文化/西安力的影视等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地瓜味的冰激凌》

来 自 现 代 都 市 的 台 湾 男 孩

biubiu，因家庭变故被送到内地农村的

外婆家，biubiu 心中有着抵触、陌生、

无奈，但又充满好奇，渴望被认同，

biubiu最终选择了勇敢面对。

上映日期：6月24日

类型：儿童/奇幻

编剧：王翀

导演：王翀

主演：张艺瀚/王啸坤

出品方：浙江极致点影业

发行方：聚星合娱乐文化

《回南天》

一对年轻的情侣小东和杜鹃住在

城中村，日子过得磕磕碰碰。他们的

关系渐渐错位，也都有不为人知的一

面。在他们的彼此映照中，回南天悄

然而至……

上映日期：6月24日

类型：青春/爱情

编剧：高鸣

导演：高鸣/刘兵

主演：黄宇聪/陈宣宇/梁龙

出品方：宝贵映画/工厂大门影业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传媒

赵今麦林一《一周的朋友》“农历520”上映

国产动画《新神榜：杨戬》发布全新剧照

《我叫刘金凤》定档6月24日

《侏罗纪世界3》
全球票房破6亿美元

本报讯 电影《开心超人之英雄

的心》近日发布开心超人联盟十二

周年《开心往前飞》纪念 MV，伴随许

多人成长的欢快旋律《开心往前飞》

再度响起，搭配开心超人联盟一路

走来所有作品的画面闪过，情怀满

满的回忆杀让许多观众直呼DNA动

了；同时，影片也同步发布了一组角

色海报，超人联盟以新的形象再度

与观众见面。据悉，影片将在 7 月 8
日正式上映。

MV 中还将许多名场面集合放

送，超人联盟合体出征守护星星球，

人气角色伽罗首次登场、小心超人

和伽罗最燃的一次战斗等高燃场

面，唤起了许多人的“超人魂”；而大

大怪、小小怪的爆笑耍宝，则体现了

系列一直以来创作初心，即是为大

小朋友们带来快乐。本次的新作，

也正延续了系列的特点，在十二周

年这个特殊节点，致敬经典的同时

迎接新的突破。

自影片开启点映以来，吸引了

各年龄层观众，而无论是家长还是

小朋友、或是看着《开心超人》长大

的年轻人，都在影片里找到了自己

的那份“超人魂”，也因此收获了大

量好评。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洪金宝、许鞍

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

徐克七名导演执导的电影《七人乐

队》，宣布定档 7 月 29 日在内地公

映。同时曝光的定档预告中，大师经

典作品逐一闪现，将香港电影的黄金

时代浓缩于光影间。“流金岁月”版海

报则采用浓郁色调，还原流光溢彩的

时代风貌，透露出强烈的复古感。

《七人乐队》集结了中国香港电

影人全明星阵容，一路揽获众多海内

外殊荣，该片曾入选第73届戛纳国际

电影节官方展映单元；在第21届东京

FILMeX 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映，并荣

获观众奖；在第2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和第4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被甄选为

开幕片。

在香港回归 25周年的历史坐标

下，电影《七人乐队》开创先河，首度

汇聚七位殿堂级导演联合执导。定

档预告浓缩历史，以复古胶片的方

式，回顾七位导演的过往足迹，正如

视频宣传语所说，“一张电影票，七段

大师作品”，这场载入史册的联袂之

作，是送给每一位影迷的礼物。

（花花）

本报讯 动作电影《海关战线》日

前已顺利杀青，近日发布先导海报，

同时正式宣布定档 2023 年上映。本

片由邱礼涛执导，邵剑秋监制，李敏

编剧，张学友、谢霆锋、林嘉欣、刘雅

瑟领衔主演，吴镇宇特别演出，关智

斌、袁富华、黄锦燊、米雪、石修、陈家

乐、卫诗雅等主演。

《海关战线》聚焦鲜有的海关题

材，揭秘了令人震惊的跨国走私大

案。据悉，本片将是谢霆锋首次担任

动作指导的作品，也是张学友阔别影

坛 6年后的回归之作，二人时隔 12年

后再度合作。

在先导海报中，张学友和谢霆锋

手持武器隐蔽在巨型轮船一侧，远处

海面上火光冲天，一场恶战即将在海

湾上演，神情专注的二人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电影《海关战线》聚焦海关题材，

讲述中国香港海关调查员周正礼（谢

霆锋 饰）与情同师徒的上司张允南

（张学友 饰）联合侦办一宗军火走私

案的过程中，遭遇海外势力的暴力袭

击的故事。周正礼被指派参与国际

刑警组织的联合行动，深入军火交易

的活跃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得知海关

内部可能有内鬼，于是告知身在香港

的上司张允南与其里应外合。周正

礼孤身入险追查真相，谁知谜底更让

他难以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曾出演《怒火·重

案》、《逆战》、《男儿本色》等经典动作

影片的谢霆锋，此番首次担任电影动

作指导一职，为电影设计了不少精彩

的动作场面，而素来演戏拼命的他更

是拍戏拍到手骨肿胀变形。为此，

“战友”张学友给予足够信任：“知道

霆锋做动作设计好放心，总之放心交

给霆锋”。

（影子）

《外太空的莫扎特》发布“我的老师很搞笑”贾冰特辑

邱礼涛新片《海关战线》杀青定档2023年

《七人乐队》发预告定档7月29日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发“十二周年纪念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