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13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李霆钧李霆钧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新片 9

《外太空的莫扎特》

任大望一心想把喜好天文的儿

子任小天培养成钢琴演奏家，为此

父子争吵不断。一天，神秘外星人

莫扎特意外出现，从此，莫扎特帮助

任小天开启了和爸爸“斗智斗勇”的

生活……

上映日期：7月15日

类型：喜剧/科幻

编剧：陈思诚/陈思宇/范凯华

导演：陈思诚

主演：黄渤/荣梓杉/姚晨/范伟/

贾冰

出品方：北京壹同文化/万达影

视/阿里影业/中影股份/上影集团

发行方：五洲电影/阿里影业

《冲出地球》

在宇宙高度文明、星际间可以

自由通航的未来世界，一场陨石雨

毁掉了大半个地球。少年麦当坚

信，再可怕的困境，只要冲出去，才

有希望。

上映日期：7月16日

类型：动画/科幻

导演：胡一泊

出品方：光线影业/彩条屋影业/

全擎娱乐文化传媒等

发行方：光线影业

《孤独的守望者》

讲述了一个叫小南方的单身中

年留在荒村，守护孤独的故事。

上映日期：7月12日

类型：剧情

导演：罗富平

主演：包良孝

出品方：甘肃龙门影业/佛山华

览影视

发行方：北京全盛世纪

《侏罗纪大乐园》

影片主角是一只肉食性恐龙阿

布，他阴差阳错地在草食性恐龙的

窝里出生。长大后，阿布通过自己

的努力，成长为草食性恐龙的领袖，

带领蛮龙群和各类草食恐龙群奇迹

般地集结，最终打败了残忍的食蜥

王龙群……

上映日期：7月15日

类型：动画/奇幻

导演：刘国舟/舒畅

出品方：宁洋影业/上海天慕星

映文化

发行方：宁洋影业

《龙女孩》（中/印）

印度女孩Pooja观看电影“龙争

虎斗”，主演李小龙成为她人生的

导师。她向中国师父学习中国功

夫，来中国感悟中国文化，走上自

强之路。

上映日期：7月15日

类型：动作/爱情

导演：拉姆·戈帕尔·维马/刘静

主演：普加·巴哈卢卡/Parth

Suri/石天龙/母其弥雅

出品方：深圳市大百姓影业/

RGV，The Company

发行方：深圳市大百姓影业/广

州漫飞驼文化

《最后58天》

影片紧扣渣滓洞集中营最后58

天的营救与抗争、努力与失败、阴谋

与罪行等监狱内外故事，讴歌了革

命烈士宁死不屈、坚守信仰的崇高

精神。

上映日期：7月15日

类型：历史/战争

导演：常晓阳

主演：姚刚/张曦文/汪影馨

出品方：重庆靶点影视

发行方：千里电影

《最美青春献给你》

影片反映了 85 后青年党员干

部、乐窝村驻村第一书记顾鸣，带领

全村整体退出贫困村行列，同时积

极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的

故事。

上映日期：7月15日

类型：剧情/励志

编剧：刘丰鸣

导演：刘丰鸣

主演：孙迅/施羽/张洪杰

出品方：北京易木华阳影视/承

德宣杰文化

发行方：北京熠煜文化

《少年陈真之乱世英雄》

讲述了清末上海的小人物陈真

在历经苦难后，蜕变成长的故事。

上映日期：7月15日

类型：剧情

编剧：蔡旭阳

导演：王栓宝

主演：梁家仁/张春仲

出品方：北京泷帆文创文化/天

津影百帝影业/北京道之城国际影视

发行方：北京寰球影视

◎新片

党史题材电影《觅渡》常州杀青

本报讯 7 月 6 日，电影《觅渡》在

常州市第二中学迎来了全片的封

镜。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

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谢春林代表

“常州三杰”的家乡常州，代表电影

的出品方、承制方来到现场，祝贺电

影《觅渡》顺利杀青。

《觅渡》由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常州广播电视台、江苏恐龙园

赞奇影业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江苏

亚细亚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江苏恐

龙园赞奇影业有限公司、深圳一声

春雷有限公司共同承制。影片拍摄

都在“三杰”故乡常州完成，充分展

现了常州作为“三杰”故里浓厚的人

文气息和悠久历史，出品方和主创

团队借此既表达对“常州三杰”的告

慰，又表达了对“三杰”故里的纪念

之情，更是令常州这座“开吴之地、

文化名城”在电影《觅渡》中留下永

远的记忆。

封镜当天，导演特意用心地将

地点选在二中，这里是“常州三杰”

母校的旧址，也邻近著名的觅渡桥

的原址。电影取名《觅渡》，其寓意

是觅革命之路，觅走向新中国之路，

觅信仰坚定之路。影片将常州市第

二中学作为全片最后一个拍摄的重

要的封镜场景，既见证了“常州三

杰”觅成长和革命之路，更见证了

《觅渡》这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电影

常州拍摄封镜大吉。

电影《觅渡》的创作，离不开导

演宁敬武以及剧组全体工作人员的

辛勤付出和努力，正是他们用认真

的创作态度，让三位性格鲜明的党

的早期领导人的不朽青春、坚定信

仰和革命情怀得以被壮美地演绎出

来。导演做了大量丰富扎实的前期

工作、九易其稿；宋洋为饰演瞿秋白

做了很多功课，演到动情处泪洒拍

摄现场，整个人都沉浸在了角色之

中；张桐饰演的张太雷在片中与瞿

秋白并肩奔跑在大街上，两人握紧

的手象征着他们并肩同行的坚定革

命路；谷嘉诚饰演的恽代英在片花

中用手指沾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

写下心声的镜头更是震撼了无数

人……

三位主演纷纷表达了自己对导

演、剧组，对电影《觅渡》，对自己所

饰演的角色和对常州这座城市的深

深不舍之情。在离开剧组前，饰演

瞿秋白的宋洋说这次拍摄让他记住

了常州这座文脉深厚的历史文化名

城；饰演张太雷的张桐说这次拍摄

对于他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经历，

让他了解了常州三杰；饰演恽代英

的谷嘉诚感谢家乡给了他饰演先祖

恽代英的机会，他将会经常思念家

乡常州。三位主演共同祝福电影

《觅渡》封镜大吉，并预祝电影上映

后取得不俗的成绩。

导 演 宁 敬 武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近年来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党史

题材电影电视剧作品，我们的创作

是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和探

索，让今天的年轻观众可以和百年

前的三个青年人共情，更有代入感，

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另

外，常州三杰能够在银幕上真实地

被呈现，能够对今天的年轻人有感

染力，这可能也是对于党史题材的

更大突破。 （影子）

本报讯 王景春与赵今麦在影片电

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演绎了一段诙谐

而不失温暖的邻里故事。二人同台飙

演技，耳目一新的搭配令观众赞叹“亮

点十足”。影片近日发布“老王的烦

恼”正片片段，小麦（赵今麦 饰）与邻居

的矛盾并未在老王（王景春 饰）的调解

下缓和，反而有逐渐加深的趋势，令老

王在为物资供给奔波劳碌之余，也不

免为居民纠纷愁眉苦脸。因饰演基层

工作者而深入人心的王景春，演技再

次收获大众肯定：“与朴实老干部的形

象锁死了，毫无违和感！”

正片片段一开始，王景春饰演的

书记就看着眼前堆积成“小山丘”的折

耳根犯愁——这都是被居民退回来的

食物，由于特殊时期物资匮乏，老王和

其他社区工作者正为了居民们的一日

三餐操心不已，紧接着就被告知：因母

亲支援前线而独居的小麦，再次被邻

居投诉弹琴声太大“扰民”。“早上不

行、中午不行、晚上也不行，就是怎么

都不行呗？”“凭什么他们都可以就我

不可以，你这么欺负人不公平！”爱好

音乐、靠练琴纾解枯燥隔离生活的小

麦心中苦闷、嘴上却不饶人，怼得老王

哑口无言。晚间，一筹莫展的老王一

边吃着“创新菜谱”烤菠萝，一边上网

搜索“如何做到在家弹琴不扰民”，真

实又好笑。

在这一幕对手戏中，王景春与赵今

麦仅用短短几分钟就展现了精彩的演

技。王景春听闻消息先是愁眉蹙额，上

门调解时赔着笑憨态可掬，用讨好的语

气试探着询问小麦“可不可以不弹琴？”

遭到反驳后，王景春愣在原地眨巴了两

下双眼，吃瘪又愧疚的神态一览无余。

尽管佩戴着口罩，只能用眉目传达情

绪，却将老王复杂的心理演绎得惟妙惟

肖，使得这个朴实暖心肠的社区书记形

象血肉丰满。而赵今麦也通过皱紧眉

头、瞳孔不经意放大等细微表情与机关

枪似的一连好几个反问，将角色内心的

憋屈与恼怒表现到位。

《你是我的春天》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指导拍摄，陈道明任总监制，黄渤任

监制，张宏任总制片人，周楠、张弛、田

羽生、董越、饶晓志执导，周冬雨、尹

昉、宋小宝、潘斌龙、王景春、赵今麦、

黄超、杨斯、黄晓明、宋佳、张航诚（按

出场顺序）领衔主演，郑罗茜、曾梦雪、

付妤舒主演，李乃文、吴彦姝、赵亮特

别出演。 （杜思梦）

本报讯《神探大战》7 月 8 日正式

上映，首周末票房达 1.5 亿，在多平台

收获超9分的好成绩。影片公映当日，

片方释出首批观众广受好评的正片片

段——庙街大战。作为电影中的高潮

大戏之一，这段全程实地拍摄的“百年

庙街”枪战重场戏，堪称是港式动作名

场面。

电影《神探大战》由韦家辉编剧执

导并监制，朱淑仪监制，刘青云、蔡卓

妍、林峯、李若彤、谭凯、陈家乐、汤怡、

何珮瑜等加盟。

《神探大战》是导演韦家辉的一次

自我突破，用具有冲击力的动作场面

配合紧张的剧情，带给观众一次极致

的犯罪动作片观影体验。片中，导演

韦家辉安排了庙街跳楼、旅游巴士侧

翻、船坞爆炸等高能戏份一个接着一

个发生，街头火拼、飞车追逐、高能枪

战等经费在燃烧的戏码随时上演，让

观众目不暇接。

与庙街大战正片片段一同曝光的

还有《神探大战》今日上映图，图中几位

主要演员的表情千变万化，画面也支离

破碎，仿佛有无穷的情节隐藏在背后，

即使撕掉表面的一层，甚至再撕掉一

层，也依旧看不清真相。这一点正暗含

了韦家辉电影的特色，作为银河映像的

代表人物，韦家辉作品的“反转性”特别

强，不到最后一刻，观众都不能看清影

片的内核。而这次《神探大战》更加取

材自 12件香港真实陈年冤案，如魔警

案、屠夫案、烹尸案等，连环案件接连上

演，可谓是把犯罪题材拍到了极致。

2007年韦家辉和刘青云就已经携

手打造过《神探》，虽然看起来这次的

《神探大战》有延续当年的设定，但实

际上这一次影片走的却是“反超英”的

新鲜路子。刘青云扮演的是人格分裂

的“癫佬神探”，游走在天才与疯子之

间，这是一个具有超强魅力的角色，也

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新鲜设定。而

韦家辉也坦言，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刘

青云莫属：“我和他已经十年没有合作

了，我很想知道如果给多点压力他，他

会不会带给大家更多惊喜呢？现在看

来刘青云依然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演

员，甚至于体力也非常好，我有时候觉

得他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演员。”

《神探大战》由英皇（北京）、英皇

影业、北京上狮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历经 94 天的潜心拍摄

后，重大革命题材剧《战上海》近日在

横店正式杀青，并释出首批剧照和预

告片，呈现史诗级质感。作为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庆祝党的二十大——我

们的新时代”展播重点项目，该剧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直接命题并指

导创作，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尚

世影业有限公司、贰零壹陆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文投剧制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

著名导演高希希携手总编剧龙平平、

秦溱匠心打造，张嘉益、刘涛、李泽

锋、乔振宇领衔主演，冯绍峰等特别

出演，唐国强、刘劲、卢奇、贺刚等实

力派演员主演。

《战上海》改编自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

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的同名

纪实文学。剧情以上海解放一年间

惊心动魄的历史为叙事中心，全景

式铺开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接管

政权，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用一年多时间把一个经济失衡、民

生凋敝、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旧上

海，成功带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

上海，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片废墟上

创造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正常运

转的奇迹，用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主义中国大都市粉碎帝国主义预言

的历史画卷。

《战上海》填补了重大革命题材

电视剧创作的空白，通过展现“我们

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执政能力，

令人信服地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的党性基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的历史必然。主创表示，将

努力用一部史诗性的大作品、大制

作，献礼党的二十大。

总编剧龙平平说：“‘战上海’是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执政大城市的

能力考验，也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较量。毛主

席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赶考路上的第

一大考。”

7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战上

海”中交出的答卷，不仅有历史意义，

还有现实意义，龙平平表示：“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应对风险挑

战，如何在已经取得了各项伟大胜利

的基础上继续奋斗新征程，可以从历

史中汲取力量。”

从2019年启动剧本创作，到2022
年 3 月开机，在严格疫情防控的形势

下，历时三个多月的拍摄。电视剧

《战上海》的创作日志里包含着一些

数字：剧本总计 575.3 页、49 万余字；

边拍边剪辑，目前已初剪约 1930 分

钟；全剧共 141个场景，主要演员 161
人，前景演员 1480 人次，群众演员

14213人次；制作和租赁服装5000套，

制作和改造、租赁道具 75950 件……

这还不算巨大的特效制作量、以及

4K/50帧高清技术拍摄带来的数倍于

平常的渲染时间。

该剧关机后即无缝切换至紧张

的后期制作中，有望在今年与全国观

众见面。 （支乡）

本报讯 近日，由黄岳泰监制、执

导，王千源、谭卓领衔主演的电影《世

界上最爱我的人》宣布重新定档 8 月

26日。影片讲述了两位花季少女，在

人生刚刚开始时就被死神按下终止

键，两位父母为挽救自己的女儿与病

魔艰难抗争的故事。

定档同时影片发布了“活下去”

版预告和“心渊”版海报。预告片以

一句低沉神秘的男声“哥，来不及了，

别等了”开始，黑屏淡出画面，幽暗空

旷的废旧仓库中两个神秘人接头，一

字一句的暗示，光影交错的画面，将

影片紧张感和悬念拉到最满。紧接

着电梯内谭卓和王千源碰面，眼神中

透露着敌意与猜忌，配合着“眼下不

就有一颗现成的吗，她女儿的血型和

雁子一模一样”台词，暗示着两个家

庭关乎女儿命运的矛盾纠缠，似乎片

中每个人物都被一只无形的“命运之

手”所操控。而预告片中两句“当生

命只剩下 8小时”、“我拿什么来拯救

你”预示着主角为救爱女将会在险境

中争分夺秒，甘愿与恶魔交易也要拼

尽全力守护最爱的人。

“他们不是超人，却为你变成了

万能。”一句看似赞美亲情的简单话

语，却正是无数父母的真实写照。暴

雨夜手拿神秘箱子的丁一鸣（王千源

饰）奔向光明，身后是被父亲高高举

起的女儿。海报中孤身奋战的背影

和照亮黑夜的那束光似乎与预告中

丁一鸣在拿着箱子疾奔在医院走廊

这一幕相印证，暗示着光明的前路是

女儿活下去的机会，父亲不顾一切在

绝境中和死神抗争，开启亲情与生死

之间的较量。与此同时，这次“心渊”

版定档海报中用梦幻的笔触描绘了

面对病魔的女儿，还是孩童模样的女

儿被保护在爸爸身后，似乎也寓意着

女儿虽身处困厄，却仍在爸爸的呵护

下，保持着孩子的天真和无忧无虑。

父亲的手如同天使的翅膀，助力女儿

飞翔，在温暖治愈中传递爱与勇气的

力量。 （杜思梦）

全景式展现上海解放第一年

西影参与出品电视剧《战上海》杀青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重新定档8月26日

《你是我的春天》发布“老王的烦恼”片段

《神探大战》“全员演技在线”“燃炸”暑期档

出品方代表祝贺影片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