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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

大四女孩童知了喜欢了来自台

北的校友顾彬整整四年。她闯入他

的世界，他带她感受青春里的肆意

和热烈，惊艳了她整个青春……

上映日期：7月22日

类型：爱情

编剧：野蔓

导演：吴家凯

主演：周依然/吴念轩/汤加文/

翁楚汉

出品方：九洲音像出版公司/超

娱影业

发行方：环鹰时代

《二郎神之深海蛟龙》

封神之战后，姜子牙携“封神

榜”分封诸神，而后封神榜被天庭密

封于九州秘境深海之下。但截教残

余势力野心不止，唆使蛟龙入海，姜

子牙力荐二郎神杨戬前往，不料一

场惊天阴谋就此拉开序幕。

上映日期：7月22日

类型：动画

编剧：王君

导演：王君

出品方：迷狐星动漫/众合千澄

影业/横店影业等等

发行方：众合千澄影业/横店影

业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

一年一度的星星球科技展上，

一颗蕴含超强能力的能量石引起了

各方的注意。大大怪小小怪得知消

息后，命令怪兽大肆破坏，抢走了能

量石。危难之际，开心超人联盟集

结出击与怪兽展开激斗。

上映日期：7月22日

类型：动画/科幻

编剧：黄伟明/王代旺/罗钰婷

导演：黄伟明

出品方：广东明星创意动画/广

州奥飞文化/优酷

发行方：恒业映画影业

《罗曼蒂克之城》

讲述了一个落魄作家回到老

家，面对物是人非打算鼓起勇气寻

找过去，却无人问津的故事。

上映日期：7月22日

类型：剧情

编剧：张曜元

导演：张曜元

主演：阿部力/侯雨桐

出品方：大连面朝大海影视文

化

发行方：华夏电影

《药·不要》

处在中年危机的初昕，婆媳关

系紧张。女儿高考落榜且不服管

教，婚姻不和谐，自己还患有血液疾

病，学校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难以照

顾周全，处处不如人意。

上映日期：7月22日

类型：剧情

编剧：宋蕾

导演：宋蕾

主演：李坤霖/艾丽娅

出品方：北京乐无界文化

发行方：咏年影视

《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

影片通过讲述彭光亮与杨信达

这一少一老、一谐一正、有着不同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两代扶贫干部在最

基层的平凡岗位上扎根奉献的故

事，展现了勤劳善良的塔吉克族人

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也展现了新一代扶贫人质朴却真

诚、平凡中有坚守的奔腾人生。

上映日期：7月23日

类型：剧情/传记

编剧：吴波

导演：林韬

主演：李晨浩/姑丽米热·多尔

兵/曹力

出品方：喀什嘉鹭影业

发行方：聚星合娱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大头和发小虾米经历一系列被

骗套路，提高了防骗意识，一举捣毁

传销团伙窝点，大头也终于和失散

多年的妹妹相认，没想到妹妹却是

传销团伙的幕后操纵者……

上映日期：7月24日

类型：喜剧

导演：陈勇

主演：曹随风/贾旭明/底玲冲

出品方：河南中鑫百灵文化/河

南大头大头文化等

发行方：河南米柯沃影视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打造的动

作冒险喜剧《迷失之城》正在全国影院

上映，影片近日发布主创特辑，桑德

拉·布洛克、查宁·塔图姆、丹尼尔·雷

德克里夫等主演揭秘戏里戏外各种趣

事，剧组上下 650人精益求精，倾力打

造爆笑解压佳作。

《迷失之城》的故事围绕作家洛蕾

塔（桑德拉·布洛克饰）与其封面模特艾

伦（查宁·塔图姆饰）展开，这对欢喜冤

家擦出强烈的火花，是全片绝对的搞笑

担当。洛蕾塔看似正经靠谱，实际笨手

笨脚频出乌龙；艾伦则空有一身强健肌

肉，内心戏精幻想逞能。无论是围追堵

截中逃亡，还是荒野丛林里寻宝，他们

总令人大笑难抑，捧腹不止。显然，桑

德拉与查宁之间的银幕化学反应格外

剧烈，而这种默契也延续到了幕后，正

如特辑中所呈现的，桑德拉称本次合作

彼此时刻共处，非常愉快。查宁更是评

价道：“你可以随便给我们个什么，我们

就能演个15、20分钟。”

《迷失之城》在坐拥桑德拉·布洛

克、查宁·塔图姆、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的豪华阵容之余，更邀请来布拉德·皮

特惊喜加盟。由他饰演的杰克教官人

如其名，在片中大展非凡身手，示范如

何应对险境，营救落难同伴，在惊险爆

炸中逃出生天。皮特的震撼出击不仅

为影片的动作冒险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还贡献了多个“笑”果拉满的名

场面，完美诠释了何为“可笑可燃”。

（杜思梦）

本报讯“小马宝莉”的首部CG大

电影《小马宝莉：新世代》自公映以来，

不仅斩获了淘票票 9.1、豆瓣 7.4 的高

分，成为暑期档评分较高的动画电影，

还吸引了众多小观众们在影院里听着

音乐去冒险，而影片崇尚“友谊魔法”

的主题，注重“自我表达”的理念，更是

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可。

影片近日再度发布“萌马闪耀”版

角色预告，电影中五位全新的小马带

着属于自己的绚烂配色，以及独有的

角色个性，闪亮登场。不得不说，这一

次的新角色们感染力十分强大，第一

次看“小马宝莉”大电影的观众对她们

一见狂喜，而系列的忠实粉丝们，也纷

纷表示对她们一见如故，期待她们会

有更精彩的未来故事。

作为孩之宝享誉全球多年的知名

IP，“小马宝莉”不仅拥有玩具和游戏

产品，同名动画更是风靡各地，拥有众

多追随者。

今次的《小马宝莉：新世代》同样

吸引到了许多看着“小马宝莉”长大的

IP 忠实粉丝的青睐。有观众直言“小

学三年级就开始看这个系列，得看了

八九年了，这一次是童年回忆在电影

院里被延续了！虽然G4已经终结，但

电影里看到了熟悉的G4影子，还有她

们的镜头。期待 G5 新一代能够诞生

更多更精彩的故事”。

（杜思梦）

本报讯 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

日前发布“在下梅山杨戬”预告和海

报。逍遥不羁的战神杨戬天眼受损，

少年沉香一心救母，与舅舅相见不相

识，宝莲灯重现引发众多角色卷入纷

争。全新视角解读的“劈山救母”经典

神话，引爆震撼视听的战斗大场面与

视觉奇观，值得期待。

《新神榜：杨戬》全新预告揭开故

事一角。预告中，杨戬展露战铠与逍

遥白衣两款造型，越发烘托出他冠绝

三界的颜值。然而，这位昔日战神却

在十二年前因为宝莲灯天眼受损。十

二年后宝莲灯重现，沉香救母心切，一

句“我真的很想母亲”充满感伤，誓要

拿到宝莲灯劈开华山。此外，宣称宝

物被偷的神秘女子、指点沉香的申公

豹、元神抢眼的四大天王等角色也纷

纷登场，卷入这场横跨人间与仙界的

纷争。杨戬与沉香为何不相识？又将

在全新的劈山救母故事中扮演怎样的

角色？重重悬念无不引人遐想。

同期发布的海报中，逍遥不羁的

杨戬以扎染头巾遮住天眼，淡然回眸

不仅亮出完美“侧颜杀”，更与外甥沉

香的劈山壮举形成鲜明反差。沉香挥

动巨斧，以万钧之力劈开华山，玄鸟振

翅高飞，彰显出奇幻动作大片质感之

余，亦令人对故事充满期待。

《新神榜：杨戬》与之前的《新神

榜：哪吒重生》处于同一个架空的世界

观体系之下，但延展时空背景，展开更

加宏大的新格局，聚焦了“全能战神”

杨戬。“在下梅山杨戬”预告中，杨戬战

损受伤，少年沉香浴火爆发，四大天王

释放元神等战斗大场面与视觉奇观令

人目不暇接，越发好奇故事走向。

提及“劈山救母”的神话传说，很

多观众会想到沉香，而在《二郎宝卷》

等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杨戬劈开桃

山救母的记载。舅甥两代人的劈山救

母，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影片将从杨

戬的视角创新讲述劈山救母的经典神

话，相信这位天眼受损、无法调动元神

的杨戬，会和沉香带来一个超乎想象

的劈山救母故事。

电影《新神榜：杨戬》由上海追光

影业、浙江东阳小宇宙、浙江横店影

业、哔哩哔哩影业（天津）、抖音文化

（厦门）出品。

（杜思梦）

开幕放映广受好评

主创分享不忘初心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作为北

京动画周的开幕影片，于 8月 5日

首次放映就赢得满堂彩。电影《姜

子牙》导演程腾和李夏给予了影片

高度评价，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

个奇观的山海世界，很佩服导演和

创作团队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并

坚持下来。

影片放映后，主创团队也上台

与观众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心得和

电影艺术理念。作为一个历时五

年之久才面世的作品，导演黄健明

很开心《山海经之再见怪兽》终于

与观众见面了，希望每位观众都可

以从角色中找到自己，从故事中获

得情感治愈；编剧吴晓宇也分享了

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希望可

以借助山海经这个被大家熟知的

世界观讲一个能跟现代人共情的

故事。

神兽白泽游历山海

遇众生见自己

此次发布的预告片中，开篇

白泽从天而降，游历山海，面对外

界的质疑和不被理解的世界，白

泽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

坚定自己要做一位好医师。预告

片的前半部分体现白泽经历的种

种挫折和挑战，后半部分则讲述

了白泽为了守护正义对抗黑灵。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此次还

发布了一组角色海报，白泽、九

尾、羿、苦山神四大神兽悉数亮

相。白泽和九尾的角色海报以红

色为主色调，象征着他们不畏艰

险、奋力前行的坚韧；羿以绿色为

主色调，象征着生机和未来的希

望。苦山神以蓝色为主色调，象

征着他的真诚与友善。

该片由融创未来文化娱乐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每日视界

影视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乐

创影业（天津）有限公司、人文智

能无锡影业有限公司、西藏悦读

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国图

博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无

双（深圳）影业有限公司、青岛安

鼎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

行分公司参与发行，将于 8 月 13
日上映。

本报讯 根据云浮独臂篮球少年

张家城事迹改编、邀请本人出演的电

影《我，就是风！》8 月 8 日在云浮正式

开机。

《我，就是风！》由珠江电影集团出

品、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拍摄

制作。云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卢荣春，云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

庆新，珠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垂林，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

云浮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影视界、媒

体近150人参加了开机仪式。

2020 年 5 月，张家城一段独臂花

式打篮球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并得

到姚明、易建联、朱芳雨、斯蒂芬·库里

等篮球运动员纷纷点赞，同时也引发

网友对其成长励志经历的关注。“要努

力，不要放弃”是张家城喜欢的座右

铭，坚持、专注、拼搏，用单手撑起了他

的篮球梦想。

张家城的故事深深感动了珠影电

影创作团队，他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

非常有价值的题材，第一时间组织主

创团队进行电影的采风创作工作。电

影《我，就是风！》将通过讲述独臂少年

张家城经历断臂、结缘篮球、不断战胜

困难、追逐梦想，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

真实故事，着力向社会传递热爱生活、

为梦想拼搏的理念。

《我，就是风！》将突破传统风格，

力求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影

片的故事将双线并行，通过主角阿城

与返回新农村的女青年雅竹两代年青

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增强故事的丰富

性和可看性。

在视听语言上，影片将跳出纪实

性故事片单纯写实的传统模式，引入

充满艺术夸张色彩的动画元素串联全

片，突出趣味性。通过“独臂空衣袖在

空中飘舞”的动作场面、“一轮红日化

作篮球”的幻觉意象，营造出冲击力十

足的浪漫视觉效果。

在人物角色上，影片将通过塑造

新的群像，反映时代精神。如雅竹与

高朗，在和阿城的共同成长中，不断提

升自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大

潮；阿城父亲和母亲有着石一般的坚

韧和质朴，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

善良勤劳的美德，因而更感人；校长思

想新潮，又善于汲取地域优秀文化，孕

育出新的育人观念。

据悉，《我，就是风！》将全程在云

浮取景拍摄，展现广东人类历史起点

的磨刀山遗址、国家级非遗项目“禾楼

舞”、南江传统文化特色古村落、抢花

炮等独具特色的石都云浮文化元素，

多角度呈现云浮独特的风土人情。

影片团队整合了经验丰富的珠影

资深艺术家们和朝气蓬勃的珠影新生

代专业力量。演员除张家城外，还有

在《人生大事》中有出色发挥的演员小

爱、《误杀 2》中的周楚濋、国家一级演

员孙洪涛、珠影签约演员董钒、马克

等。

珠影作为老牌国有电影企业，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六大国有电影

厂之一，出品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

深远的精品力作，是广东乃至全国电

影的一方重镇。立足新发展阶段，珠

影积极发挥广东电影主力军作用，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选好

题材、讲好故事、拍成精品上下功夫，

主投主控的国内首部4K粤剧电影《白

蛇传·情》创造中国影史戏曲类电影最

高票房纪录，出品的抗疫题材重点影

片《中国医生》荣获第 34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第 36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刷新粤产电影

票房纪录。红色谍战动作电影《暴

风》、扶贫题材儿童影片《老师，别哭》

也即将上映。

据了解，电影《我，就是风！》也受

到了云浮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

高度重视。云浮市委书记卢荣春多次

与珠影创作团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

流。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专班，在主创

团队到基层挖掘素材、锤炼作品，协调

拍摄场地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

持。

（赵丽）

本报讯 8 月 8 日，电影《倒仓》宣

布开机并释出“跃翎”版海报。影片

由张裕笛执导，霍雪滢、张裕笛编剧，

边程、周美君领衔主演，张弛、陈少

熙、徐世昕主演，刘钧特别出演，宋小

川友情出演。

海报中少年们穿着练功服与背景

的京剧元素呼应，别样的国风青春气

质呈现。 （杜思梦）

北京动画周开幕影片好评如潮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发新预告

独臂篮球少年张家城追梦故事搬上银幕

珠影集团新片《我，就是风！》开机

《新神榜：杨戬》创新讲述“劈山救母”神话

《迷失之城》650人庞大剧组打造爆笑解压佳作

“马迷”五星推荐《小马宝莉：新世代》

本报讯《小黄人大眼萌2：格鲁的

崛起》8月8日宣布定档中国内地定档

8月19日全国上映。

电影将聚焦“恶人”格鲁的起源故

事，由上一部和《神偷奶爸 3》导演凯

尔·巴尔达携手布拉德·埃布尔森联合

执导。史蒂夫·卡瑞尔继续配音格鲁，

朱莉·安德鲁斯、拉塞尔·布兰德也将

回归，新加盟的有杨紫琼配音功夫高

强的针灸师周大师，塔拉吉·P·汉森

配音反派六人组的首领。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将中国文化

融入故事之中，并引入了全新的小黄

人角色“牙套萌神”。 （杜思梦）

《小黄人2》定档8月19日

电影《倒仓》开机

本报讯 由黄健明执导，吴晓宇担任编剧的国产动画电影《山海

经之再见怪兽》近日发布“怪兽下山”版预告与角色海报。在此次曝

光的预告和海报中，白泽打开山海经地图，开始走上四处逃亡冒险

的道路，只为坚持内心正义的光。电影现已开启预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