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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IMAX《外太空的莫扎特》比普通版多26%画面内容

■文/龙增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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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片

本报讯 近日，由张吃鱼执导，

沈腾、马丽领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科

幻喜剧《独行月球》发布定档预告及

海报，宣布将于今年 7 月 29 日全国

上映。预告中，沈腾饰演的独孤月

正准备向马丽饰演的马蓝星表达心

意，不料陨石提前降临，马蓝星带队

撤离，独孤月阴差阳错成为月球最

后的人类。单向暗恋变成双向失

联，独孤月的心“腾”痛不已。失意

之际，一只袋鼠意外出现，为独孤月

强行开启了“吃饭睡觉被鼠揍”的身

心双重“腾”痛日常。而独孤月的月

球奇遇，竟都被马蓝星跨球实况直

播。预告中金刚鼠首次正式露面，

又萌又猛的形象令人惊喜。

同时释出的失重版海报中，沈

腾、马丽、常远、李诚儒、黄才伦和辣

目洋子身穿月盾计划制服，失重漂

浮。由郝瀚饰演的金刚鼠令人眼前

一亮，憨萌的姿势让人忍俊不禁。

海报中散落着不同物品，让人不禁

好奇这些神秘物品中还隐藏着怎样

的秘密。

沈腾绝处逢袋鼠

“花式被虐”，心疼肉更疼

《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抵御

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在月球部

署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

员紧急撤离时，维修工独孤月（沈

腾 饰）因为意外，错过了领队马蓝

星（马丽 饰）的撤离通知，一个人落

在了月球。不料月盾计划失败，独

孤月成为了“宇宙最后的人类”，开

始了他在月球上破罐子破摔的生

活……

预告中，落单的独孤月发现了

同样落单的金刚鼠，本以为遇上队

友，实际却遇上对手。“花式挨揍”的

独孤月使出浑身解数，却依旧没能

建立起跨物种沟通的桥梁。茫茫月

球上，一人一鼠，前途未卜。袋鼠为

何会出现在月盾基地？势单力薄的

独孤月该如何与这只肌肉猛鼠和平

相处？两个独行者的意外结伴将碰

撞出怎样的奇妙化学反应，让人相

当期待。

沈腾扮母袋鼠遭全球直播

马丽打造“世界级谐星”

预告中，为了缓和与袋鼠的关

系，独孤月乔装假扮“母袋鼠”，本想

瞒天过海，却被一脚踹飞。返回地

球的马蓝星为给陨石灾难下的人们

带来希望，决定将独孤月顽强的月

球生活向全球直播。不料直播中出

现的竟是独孤月放飞自我与袋鼠斗

智斗勇的画面，“全球的希望”意外

成为了“全球的笑话”。

地月通信系统失灵，独孤月该

如何重新与地球建立联系，又能否

向马蓝星成功传达隐藏已久的心

意？地球幸存者们的生活，会因为

这场跨球大型直播而发生怎样的改

变？这位全球瞩目的“谐星”，能否

真正成为“全球的希望”？种种都令

人猜想不断。

《独行月球》由张吃鱼导演，沈

腾、马丽领衔主演，由浙江开心麻花

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

司、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天

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

虹市影视文化（天津）有限公司出

品,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浙江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司、天津

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

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

合发行，影片将于 2022年 7月 29日

全国上映。

（支乡）

于 7 月 16 日上映的《冲出地球》

基于导演胡一泊前作《星游记之暴风

法米拉》的人物设定，主角是十六七

岁的男孩麦当。故事背景发生在未

来世界，星际间可以自由通航，但由

于陨石袭击事件，地球人都害怕飞

行，麦当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想要飞

行、冲出地球的人。

主题：保持少年的热血

胡一泊说起自己的创作初衷，

“想要用这样一个故事，让观众跟随

麦当的视角，一起冲破重重阻碍，冲

破充满困难和高压的环境，不管不

顾，始终保持少年的心。”这样的主题

立意，基于胡一泊对社会和青少年心

理问题的观察。“在这个时代，年轻人

感受到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不断变

大，所以想躺平。这种环境下，青少

年出现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变得越来

越迷茫、无措，日趋感受不到人与人

之间的连接。”

因此，《冲出地球》就想向初中到

大学这个阶段的青少年，传达一种信

念：无论面对外界或是内心的封锁，都

要有一颗年轻、热血的心，突破一切。

胡一泊希望用动画与他们进行对话，

“动画相比于真人影视或者是传统戏

剧，是一种更流行的文化，天然更容易

与年轻人对话，它的形式会更新奇更

先锋更潮流。”而在画面这种外在形式

之外，他力求从故事、角色的角度，用

更接近于年轻人的视角，将主题、价值

观与年轻人进行沟通。

制作：带有温度的二维手绘

《冲出地球》的一大特色是采用

手绘二维动画的制作方式，历时六年

完成。胡一泊选择二维动画，“既是

来自小时候所看动画的初心，也是源

于二维动画这种技术手段所带有的

人的温度。”

胡一泊认为，不同于三维动画对

计算机技术的依赖性，二维动画最大

的魅力源于人，“二维动画作为一种

技术手段，更能融入人的精神、人的

温度。二维动画更接近于陶器这样

的工艺品，每一件手工制作的陶器，

因为不同的技师、气候、湿度，甚至制

作者不同的心情，创作出来的陶器肯

定会不同。二维动画也是一样，它的

每一帧都是由活生生的人，一笔一画

在纸上勾勒出来的，每一帧都包含着

这个人的心境和在做这件事情的意

义。”这样做出的动画才有温度，能够

打动人。

在实际制作层面，二维动画最大

的难度也是人。二维手绘动画面临

着产能低、难度高的问题，“从事手绘

创作的人才越来越少，使用二维制作

的动画也呈下降趋势。迪士尼早就

砍掉了二维制作线，二维动画在全球

都是走下坡路的状态。”

在团队熬夜赶稿的过程中，有一

个小插曲，“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大

家一起在办公室画了一天，在晚上加

班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整个办公室所

有的文件资料全部都没有保存。然后

大家非常着急，只能从头再画一遍。

但最后整个团队一起靠毅力和努力填

平了各种各样的意外和事故。”

市场：需要更多元的中国动画

胡一泊对手绘动画的执着还有

另一层原因，在中国动画探索过程中

走出一条更多元的路径。“现在整个

动画的市场环境并不成熟，仍然是属

于一个探路的阶段。现在需要更多

更好的作品不断积累，慢慢开辟出一

条清晰的道路。”他致力于扎扎实实

做好每一部作品，并尝试在现有的基

础创造更多可能性。

在《冲出地球》中，他的创作往科

幻题材发展，个中带有对中国动画的

期许，“希望中国未来的动画作品能

够更加多元化，让中国的动画题材不

仅在神话、历史或古风这些题材上为

人注目，科幻也能成为一种发展方

向。”

而手绘动画，则是在制作方式多

元化的一种尝试。紧跟时代的计算

机技术和代码呈现出来的三维动画

效率高、视觉效果震撼，但手绘动画

作为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仍然有其坚

持的意义。当手绘画师将自己对生

活细节的观察，对人物情感微妙心理

的洞察融入笔下，动画就有了温度。

当上千个手绘画师凝聚在一起，为了

把一部优秀的手绘动画作品送上银

幕，电影就有了温度。二维和三维各

展其能，一同给中国动画的未来涂抹

上多样的色彩。

本报讯 7月15日，由陈思诚执导、

编剧，黄渤、荣梓杉领衔主演的奇幻喜剧

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登陆国内 IMAX
影院。同日，IMAX 在京举行媒体观

影。据IMAX方介绍，作为IMAX特制拍

摄影片，IMAX《外太空的莫扎特》将全程

呈现比普通版本多26%的画面内容。导

演陈思诚表示，《外太空的莫扎特》是属

于大银幕的“完全的视效电影”，希望观

众能走进最好的影厅观看。

观影结束后，现场观众纷纷在现场

和社交平台发表点评，对精良制作和合

家欢定位达成普遍共识，盛赞影片是在

IMAX影院才能充分感受的欢乐体验和

视听享受：“这是一部适合全家一起看的

电影，不但会收获欢乐，还会收获感动和

治愈。”“在 IMAX大银幕笼罩之下的观

影感受有质的不同，视听效果冲击强烈，

铺满银幕的画面有更强烈的身临其境效

果，是一次无可替代的观影体验。”

片中奇幻特效场面在 IMAX 加持

下更加得到充分的释放。在片中，不

仅外星人莫扎特栩栩如生、灵动立体，

乘乐高船遨游夜空、石头阶梯登上水

塔等各种施展超能力圆梦的场景更是

突破想象、绚丽梦幻，让不少观众感到

惊艳与惊喜：“电影里充满了各种震撼

华丽的特效场面，不但有非凡的想象

力，细节质感还经得起大银幕考验，必

看 IMAX！” （杜思梦）

本报讯《神探大战》上映 11 日

后，累计突破 4 亿元。影片口碑热度

也随票房一路攀升，观众们在首轮

“爽、刺激、紧张”的情绪过后，进入

到对影片细节以及内核的深度解读

中。尤其是导演设定的两位男主都

游走在“天才与怪物”之间，有观众认

为这是韦家辉导演在告诉大家“在黑

白不分的世界里，你相信什么，就会

成为什么”。而影片近日发布的最新

款海报，也颇有些“真相不止一层”的

深意。在“疯癫神探”的世界里，一切

都是待查证的真相。

随着《神探大战》的上映，片中引

用的尼采的“与怪物搏斗，小心成为

怪物”流行了起来。还有更多观众，

在看过影片后，对于这句话在片中的

深意进行了反复解读。有观众认为，

“如何运用自我的能力才是决定一个

人是怪物还是人的核心，韦家辉导演

很明显这一次是想告诉大家，在黑白

不分的世界里，你运用什么，就会成

为什么，你相信什么，就会成为什

么”。

片方发布的最新海报，也似乎在

点题影片这一“黑白未明”的特质。

居中最为醒目的“疯癫神探”李俊，脸

上全然是不确定的神态。而背景中，

其他人，包括蔡卓妍饰演的陈仪、林

峯饰演的方礼信、李若彤饰演的黄

欣、谭凯饰演的欧阳剑、陈家乐饰演

的齐家柱、汤怡饰演的杨丽、何珮瑜

饰演的张琳都是“待查”的线索，都藏

匿着不确定的真相。甚至李俊的雨

衣上也写满了线索，一如网友的脑洞

联想，“如果最后走出来的是方礼信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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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珮瑜等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纪录电影《南方之

南》在海南杀青。电影从上世纪 50年

代末的华侨农场及郑文泰讲起，归侨

老人郑文泰坚守初心和承诺，30年如

一日，在被称为“南方之南”的中国海

南岛，默默劳作，散尽千金，对于热带

雨林的修复和植物物种保护做出重

大贡献。

影片由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

一级导演成科担任总导演，央视著名

纪录片编导关尔嘉担任总编导。为

了真实重现郑老和这片雨林的故事，

成科导演在五年间，带领团队成员，

深入到郑文泰先生修复的那片热带

雨林，同老先生朝夕相处，对老先生

跟踪采访，力争创作精品，讲述中国

故事。

《南方之南》6 月开机，此时的海

南白天温度在 40摄氏度左右，雨林里

蚊虫孳生还经常有毒蛇出没，大家都

穿着长衣长裤工作，防暑降温成为很

大的难题。为了尽量避免高温工作，

许多拍摄选择在温度较低的夜里，绿

豆汤、冰椰汁也成了剧组常备。影片

场景众多，摄制组辗转儋州、乐东、保

亭、海口、兴隆多地，在雨林、育苗基

地、咖啡园、研究院所、大专院校等

地，采访了几十位相关专家、学者及

郑文泰的亲人、好友和合作者，最大

限度地还原郑文泰先生其人。

成科说：“郑文泰先生的故事，

即便从全球的范围看，都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重大题材。这也是一个海

南省独有的好题材。修复热带雨林

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背后，蕴藏着

全人类共同的期盼、追求和梦想。

郑文泰先生的行为，具有鲜明的前

导性和开拓性，他体现的是一种属

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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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开启《神探大战》解读模式

纪录电影《南方之南》杀青

《冲出地球》导演胡一泊：

二维手绘是一种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