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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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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孤月因为意外，错过了领队马蓝星

的撤离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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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喜剧/科幻

编剧：张吃鱼/钱晨光/戴思奥/沈

雨悦

导演：张吃鱼

主演：沈腾/马丽/常远/李诚儒/黄

才伦

出品方：浙江开心麻花影业/中影

股份/阿里巴巴影业等

发行方：阿里巴巴影业/浙江开心

麻花影业/天津猫眼微影文化/淘票票

《疯了！桂宝之三星夺宝》

讲述了桂宝和朋友们来到四

川三星堆开启全新的穿越时空的

探险之旅的故事开启的一段穿越

时空幻想、探秘三星堆世界的欢乐

冒险故事。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喜剧/动画

编剧：阿桂

导演：王云飞

出品方：北京其卡通弘文化/上海

联和（北京）影业

发行方：上影股份/上海联和（北

京）影业

《七人乐队》

通过七个单元故事表现出香港

一路走来的发展变化，展现香港跨越

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光影。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剧情

编剧：洪金宝/欧健儿等

导演：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

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

主演：洪天明/吴镇宇/马赛/余香

凝/吴澋滔等

出品方：中影寰亚音像制品/寰亚

电影等

发行方：五洲电影/星光联盟影业

《红麦》

该片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红二、

六军团过丽江那段刻骨铭心的光辉

岁月。

上映日期：7月26日

类型：战争

导演：张春和/王洋

主演：阳知/康磊/赵晓明/韩月乔

出品方：丽江云天影视文化传媒

发行方：云南新颖文化

《北方无故人》

北方小镇青年吴峰因为童年被

母亲抛弃后误入歧途，成年后过着浑

噩的生活。无意中闯入红姐的生活

后，无法抑制地对她产生保护和拯救

的念头……

上映日期：7月28日

类型：剧情

编剧：张泽斌

导演：张泽斌

主演：孙隽圣/黄诗佳/吴承俊

出品方：北京边边角角影视文化/

阿虎（北京）国际影视传媒

发行方：北京边边角角影视文化

《迷失之城》（美国）

洛蕾塔·塞琪是一位才华横溢但

与世隔绝的作家。在她的畅销爱情

冒险小说里，总会出现许多奇异的地

方。宣传新书时，洛雷塔被一位古怪

的亿万富翁绑架。这位亿万富翁坚

信，洛蕾塔的新书能带领他找到失落

古城中的宝藏。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喜剧/动作

编剧：奥伦·尤济尔等

导演：艾伦·尼/亚当·尼

主演：桑德拉·布洛克/查宁·塔

图姆/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出品方：派拉蒙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猛龙出击》

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子龙和文

慧彼此扶持没有向命运低头，最终

张子龙突破自我拿下了国际拳王金

腰带，信守了承诺，也收获了久违的

爱情。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动作/爱情

编剧：陆革命

导演：陆革命

主演：何翔/程媛媛/王佳宁/博弘

出品方：广东猛龙出击文化传媒

发行方：广东猛龙出击文化传媒

《绿皮小火车》

影片以石嘴山建市 60 年来的发

展变迁为时代背景，讲述影片主人公

郭成、周喜梅一生平凡而又感人的爱

情故事。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剧情

编剧：刘旭峰

导演：张鑫

主演：周浩东/张铎/唐小然

出品方：宁夏红影星影视城有限

责任公司

发行方：北京宇皓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临时乘客》

珊珊自驾回城为好友当伴娘，罗

文杰搭车回城里上学。一个是都市

丽人，一个是乡下的野孩子，鸡飞狗

跳的带娃旅途就此上演。

上映日期：7月29日

类型：喜剧

导演：李鑫

主演：魏晓璇/徐子恩

出品方：北京万象天引文化传媒

发行方：河南独立文化/河南中耀

影业

《迷你世界之觉醒》

迷拉星的英雄之子卡卡，身体

被邪恶力量入侵，随着少年长大，这

份力量也在酝酿着毁天灭地的灾

难，却又在冥冥之中指引着守护的

道路……

上映日期：7月30日

类型：动画/奇幻

编剧：高李/王炜惟/江晖晖

导演：邢旭辉

出品方：深圳星跳文创

发行方：融赞影视

《小马宝莉：新世代》（美国/爱尔兰）

陆马、独角兽和飞马不再是朋

友，如今只有同种族的小马才会待在

一起。但理想主义的年轻陆马桑尼

决心找到一种方法，让世界重新拥有

魔法并变得像以前一样团结。

上映日期：7月30日

类型：喜剧/动画

编 剧 ：Tim·Sullivan/Gillian·
Berrow等

导演：罗伯特·库仑/何塞·路易

斯·乌查/马克·法蒂宾

出品方：爱尔兰巨石媒体/美国孩

之宝

发行方：中影股份

本报讯 近日，电影《忠犬帕尔

玛》发布“陪着你”版海报，并宣布在

8月 26日国际爱狗日当天全国上映，

邀请观众大银幕感受狗狗独一无二

的爱。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小亚

历山大·多莫伽罗夫执导，讲述被弃

养的德国牧羊犬帕尔玛和善良男孩

科里亚用不求回报的爱，温暖彼此

心灵的故事。

影片同时发布“陪着你”版定档

海报，小男孩科里亚和狗狗帕尔玛

紧紧依偎在彼此身边，深情相拥。

蓝天白云的清澈和纯净，映衬着这

段纯粹又真挚的人狗情谊。德牧帕

尔玛被主人遗弃在机场后，在日复

一日风雨无阻等待主人的过程中，

遇见了刚刚经历和母亲分别的男孩

科里亚，一人一狗在互相帮助、互相

温暖的过程中给予着彼此笃定的

爱。是帕尔玛一次又一次的奔赴，

也是科里亚始终站在一旁的相随，

无不展现着跨越语言和物种的爱。

该片根据曾感动无数人的真实

事件改编，故事原型的牧羊犬被主

人留在机场后，足足等待了主人长

达两年的时间。在被报纸头条报

道过后，一夜之间帕尔玛成了“网

红”，许多人来到机场不是为了乘

机，而是为了见证帕尔玛等候主人

这感人的一幕。影片在 4 月 29 日

宣布引进后，随即收获大量观众对

影片的期待，“没有人能抵抗小狗

真挚的眼神”、“曾经被《忠犬八公》

的故事感动过，希望帕尔玛有一个

HE版的结局”。

《忠犬帕尔玛》由中国电影集团

公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

俄罗斯火星传媒娱乐、俄罗斯阿梅

季亚影业联合出品，北京阿里巴巴

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协助推广。

（赵丽）

本报讯“小马宝莉”的第五代作

品——大电影《小马宝莉：新世代》

近日宣布定档 7月 30日登陆中国内

地影院，同时开启预售。

中文版《小马宝莉：新世代》中，

演员虞书欣为新登场的主角“独角兽

小艺”配音，这也是虞书欣首度为动

画电影献声。影片日前发布的配音

特辑里，虞书欣表示电影英文原声里

有许多非常好玩的小语气和小调调，

自己为了能更精确地呈现独角兽小

艺的角色个性，特地提前看了三遍电

影。小艺有个口头禅是“哇哦”，为了

精准配好这个“哇哦”，虞书欣可是下

了不少功夫。

7月 24日开始，北京、上海等全

国 20 座城市开启超前点映，首批观

众已经体验到了“小马宝莉”的萌力

十足。该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

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

（杜思梦）

《忠犬帕尔玛》定档8月26日国际爱狗日

《小马宝莉：新世代》
虞书欣配音上演升级版“哇哦”

本报讯“不愧是开心麻花，不

愧是沈腾马丽，强烈推荐！”“好笑好

看，放心买票！看《独行月球》的两

小时，是今年最开心的两个小时！”

近日，电影《独行月球》北京首映，第

一波观众好评满满，开心、感动、放

松、解压，种种观影情绪在这部电影

里充分释放。

电影里，沈腾饰演的独孤月被

马丽饰演的马蓝星意外落在了月

球，自以为是宇宙最后人类的沈腾，

在月球放飞自我，结果却被马丽跨

球直播“社死现场”。沈腾马丽时

隔 7 年再度合作剧情长片，让观众

直呼“太好笑了！沈马组合一如既

往长在了我的笑点上”。惊喜的

是，落在月球的不只有沈腾，还有

一只脾气暴躁的金刚鼠，让沈腾被

动开启了“吃饭睡觉被鼠揍”的月

球“腾”痛生活。刚子又猛又萌、憨

态可掬的可爱形象俘获了许多观

众的喜爱，沈腾和金刚鼠“相爱相

杀”的互动也让观众调侃“磕到了

沈鼠鼠组合”。

笑过之后，大家也纷纷点赞电

影特效制作的诚意和用心，抱着看

喜剧片的预期，没想到却被特效惊

喜到。很多观众感叹喜剧片的特效

还能做得这么好，月球场面震撼真

实，宇宙浪漫尽收眼底。电影结尾

沈腾饰演的独孤月，作为“中间人”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全人类，

“小人物”的重情重义感动了不少观

众，也有观众被马丽饰演的指挥官

马蓝星触动，马丽克制的演技演出

了马蓝星的坚硬与柔软，结尾边笑

边哭的演技让人破防。

含“腾”量100%，解压又好笑

观众：还得是沈腾马丽

电影里饰演独孤月的沈腾，被

马丽饰演的马蓝星意外落在月球

上，开启了月球“腾”痛冒险之旅。

首映过后，有观众表示感受到了“含

腾量100%”的快乐。该片也是沈腾

马丽继《夏洛特烦恼》后时隔七年再

次合作剧情长片，让许多影迷在看

片前就期待满满。

首映过后，有观众表示：“还得

是沈腾马丽，果然不负我的高期

待。”更有观众表示“被这部电影治

愈到，隔空感谢沈腾马丽，说自己好

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看完后忘却

了所有的烦恼”。

含“疼”量也100%

观众：“被猛宠刚子圈粉”

《独 行 月 球》不 仅“ 含 腾 量

100%”，“含疼量”也是 100%，沈腾

在电影中被金刚鼠花式痛揍的情节

让许多观众忍不住笑出了声，每天

“吃饭睡觉揍沈腾”的猛宠金刚鼠，

不仅成为电影里地球人类的“新晋

顶流”，也成功吸引了电影外观众的

喜爱，不少观众表示“磕到了沈鼠鼠

组合”。

很多观众表示，被又猛又萌的金

刚鼠“圈粉”，更有观众表示电影里的

金刚鼠像极了自己家里的“逆子”。

郝瀚为一个不露脸的角色

拼命一整年

电影里的金刚鼠是根据真人动

作捕捉和特效结合完成的，饰演金

刚鼠的开心麻花演员郝瀚虽然在电

影里没有露脸，但却用了一年的时

间拼命完成这个角色。为了能演好

金刚鼠，提前一年搬到动物园附近，

学习模仿袋鼠的动作，提前四个月

进组进行密集训练。演员郝瀚在首

映礼现场，透露自己还会习惯性地

按照袋鼠的状态摆动作，演完电影

甚至都留下了不少袋鼠后遗症，郝

瀚也笑言，现在去动物园看到袋鼠

都觉得特别亲切。

首映礼现场，也播放了一段郝

瀚训练的幕后视频，看哭了沈腾和

马丽。沈腾直言，“郝瀚拍摄过程中

非常累，因为穿着袋鼠服，胃受伤去

了医院，就为这么一个没有露脸的

角色，是真的加倍让我们心疼的”。

马丽也感慨，“如果观众喜欢《独行

月球》，除了腾哥，还有很大的功劳

在郝瀚。我和腾哥很幸运，被很多

观众认识了，但还有很多好演员需

要让大家认识”。

沈腾马丽演技惊艳

前面笑到飙泪，后面感动落泪

看片后，许多观众表示此次不

仅被沈腾和马丽击中了笑点，还被

沈腾和马丽戳中了泪点。电影里，

沈腾饰演的独孤月终于联系上地球

后，又哭又笑的 5分钟表演，将那种

绝处逢生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

致，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电影里

很多感动戏份，沈腾大多都是“无实

人表演”，信念感相当强。有观众直

言：沈腾的演技太厉害了，前面被他

逗笑，后面又被他感动哭了。

马丽此次在电影中饰演的马蓝

星，也让许多观众直呼“太飒了”，克

制到位的演技、恰到好处的情绪触动

到了许多观众，有观众表示马蓝星让

她看到了马丽的另一面，非常惊艳。

常远带开水送祝福

黄才伦“自带BGM”太好笑

《独行月球》中，常远饰演马丽

的“大冤种”同事，给马丽饰演的马

蓝星送上滚烫的开水，令人捧腹。

虽然因为工作原因，常远没能

来到首映礼，但依然心系现场，为大

家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带开水祝

福《独行月球》首映，戏里戏外喜剧

效果“拉满”。

饰演葫芦丝儿的黄才伦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印象，担任沈腾和刚子月

球直播的解说员的黄才伦，一曲魔性

的“月光下的凤尾竹”的葫芦丝曲让

他成为了“自带BGM出场的男人”。

黄子韬“实名出演”太惊喜

只有喜剧包袱，没有偶像包袱

《独行月球》中，黄子韬饰演的

角色就叫黄子韬，堪称“实名出

演”。这个角色经历了从“一线艺

人”变成“一号线艺人”的重大变化，

“偶像包袱”荡然无存，全部都化成

了“喜剧包袱”。片中黄子韬更有颠

覆性的造型变化，给观众留下了强

烈的印象。

现场，王成思也直言和黄子韬

的合作太超出想象，“第一次对戏

时，就发现子韬特别放得开，融入得

也很自然。黄子韬的头发造型特别

突破，在拍摄前他和我说，要给我一

个惊喜。对戏的时候我惊呆了，我

没有想到他这么豁得出去”。

王成思高海宝杨铮“太有戏”

过目不忘的“麻花配角”

《独行月球》中，也有许多开心

麻花熟悉的面孔，他们的精彩表演

让人过目不忘。王成思饰演一号线

艺人黄子韬的经纪人，两人的有趣

互动让许多观众记忆犹新。高海宝

饰演的八级钳工，杨铮饰演的三级

钳工，都让观众记忆深刻。在首映

礼现场，有观众也“爆梗喊话”高海

宝：“给八级钳工点赞！”

史彭元张熙然“兄妹”

暖心感谢“月亮上的叔叔”

电影中，史彭元和张熙然饰演

了在地球的兄妹。地球遭遇重创，

但他们在独孤月的鼓励下，充满希

望。而作为少年和儿童的他们，也

正是全人类的希望。看过片后，“种

小黄花”的兄妹感动了许多观众，在

首映礼现场，甜甜暖暖的妹妹张熙

然，也为沈腾送上“小黄花”，和电影

情节有爱呼应，十分暖心。

科幻特效超预期

“视效体验太震撼”

除了密集的笑点，“爆梗”的台

词，喜感的表演外，科幻喜剧《独行

月球》的特效也成为许多观众意料

之外的惊喜。

据悉，电影《独行月球》全片

95%的镜头涉及特效，同时为了模

拟真实月面，剧组更在 6000平方米

的影棚中铺设 200吨沙石模拟月面

粉尘，100%实景搭建月球基地，可

见开心麻花的制作诚意。

首映礼现场，导演张吃鱼也诚

恳表示，科幻和喜剧的结合是有难

度的，喜剧是暖色调的，科幻是冷色

调的，但他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

面，是在灰白的月面上有一个黄色

的小人。这个黄色小人代表着希

望，能带来欢乐。

张吃鱼也感慨，《独行月球》历

经1618天，终于见到了第一批观众，

自己也从 31 岁干到了 36 岁。电影

上映后，观众如果喜欢，在这部电影

里感受到了诚意和快乐，就什么都

值了。

小人物重情义“超戳心”

地球人类和沈腾双向奔赴好感动

《独行月球》让不少观众笑泪腾

飞，饰演独孤月的沈腾在月球“腾”

痛求生，积极乐观的态度给电影里

的地球人类带来了欢笑和希望。许

多看完片的观众也表示有被电影里

独孤月的乐观所感染，结尾作为中

间人的独孤月，在关键时刻挡在陨

石和地球的中间，让不少观众落泪，

被这种小人物的重情重义所打动。

电影里，地球全人类一起给沈腾打

灯的画面，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

象，有观众感叹“被这种双向奔赴的

情感整破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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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将于 7 月 29 日全国上映，

现已开启预售和点映，火热购票

中。 （赵丽 李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