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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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历经三年康复训练，

排雷英雄杜富国顺利康复出院，并于 7
月 27日被颁授“八一勋章”。适逢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演员刘

烨出镜“军功章背后的故事”系列节目，

深情讲述排雷英雄杜富国英勇事迹。

7 月 30 日，刘烨主演、聚焦武警排

爆英雄的网络电影《排爆手》在爱奇艺、

腾讯视频、优酷三平台上映。该片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

导，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1 年网络

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入选作品、

2022年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

金扶持项目。

《排爆手》讲述了武警部队排爆专

家陆阳（刘烨 饰）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

中痛失战友徐明（艾东 饰）。一年后，

老对手坤康（于荣光 饰）再次犯案，陆

阳搭档徐明的未婚妻萧凌（余男 饰）、

排爆手李洛（王韬 饰）、突击队长马程

（洪浚嘉 饰）誓要将坤康抓捕归案。

片中，从私人恩怨的斗狠报复，到

关乎整个城镇安危的终极考验，面对穷

凶极恶且高智商犯罪集团，武警战士舍

命破局，殊死对决一触即发。见招拆招

的硬实力，铁血追击咬死不放的韧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少观众对影片精巧的拆弹环节

设计印象深刻，实战感“拉满”，每一次

排爆现场都让银幕外的观众捏一把

汗。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实世界武警

排爆手在训练场上千锤百炼，淬炼出钢

铁意志与过硬的实力，方能在生死战场

一瞬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有观众表示：

“原来以为排爆只是红蓝线选择，没想

到背后还有各种技能的运用，甚至是与

罪犯的心理博弈。”

《排爆手》由阴超担任出品人、总策

划，林迪安担任监制及动作导演，阚家

伟执导，吴静担任总制片人，王子东担

任制片人，童睿担任编剧，刘烨、余男、

于荣光领衔主演，洪浚嘉、王韬、艾东、

吴庆月、金士哲主演，杜志国、石兆琪、

标马友情出演，林迪安特别出演。

（影子）

本报讯 近日，《迷你世界》大电

影《迷你世界之觉醒》发布主题曲MV
《涌动》。歌曲以极具感染力的词曲

直击观众心灵，贴合影片高燃热血的

基调，展现以卡卡为首的主角团冒险

奋战的场面，歌颂友谊、守护正能量。

该片讲述主人公卡卡为了与邪

恶的“虚空之力”抗争，也为了守护家

园，毅然和伙伴踏上前往地下世界的

征途，面对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

一步步找寻关于“守护”真谛的故

事。电影热血与欢笑并重，是少见的

国产合家欢动画电影。

主题曲 MV 全场景均由动画角

色展现，乐队成员给观众的“小惊

喜”，“女主角”妮妮激情献唱，与“鼓

手”卡卡、“沙锤演奏者”熊孩子和虚

拟偶像贝斯手花小楼，共同组成乐队

“觉醒天团”，还有黑龙“友情出演”，

让观众直呼意想不到，却大大拉近角

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此举可谓主

创团队的“用心炫技”之作，更直观、

更沉浸地提升观众对于影片世界观

的信念感，更细节、更诚意地展示制

作团队的匠心设计。

该片已于7月30日全国上映，电

影同名小说、故事书也同期上市。影

片由邢旭辉执导，何春、花信、万宝

鹿、糖醋里脊、陈则霖、阿旦等演员配

音，迷你创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跳文创有限公司出品，融创

未来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发行。 （赵丽）

本报讯 近日，由杨荔钠导演、尹

露监制，吴彦姝、奚美娟领衔主演，文

淇特别主演，朱时茂友情出演的亲情

电影《妈妈！》正式定档 9月 10日中秋

节，并发布一款团圆如故版海报。

海报中，国家一级演员吴彦姝、奚

美娟饰演的母女紧握对方双手，在大

海和天空之间翩然起舞。这一刻世间

没有病痛、没有衰老，只有彼此——妈

妈和女儿。影片的英文片名“Song of
Spring”则如丝带般，围绕两位老人身

旁，勾勒出岁月的从容之美，更象征着

两人间紧紧相系无法分离的深刻亲

情。这一画面极富感染力，令人不禁

眼眶发热，这样的相守平凡而又伟大，

正是值得珍惜的“人间小爱”。

画面前景中的那把轮椅则暗示着

母女二人的现实处境，此时女儿已患

阿尔茨海默病，对于遗忘的恐慌和不

安都化作对妈妈的依赖，而妈妈已在

前方伸出双手，等待为女儿提供倚

靠。妈妈掌心的温度坚定了女儿向前

的决心，也让她安心享受这片刻的欢

愉。海报上美好的瞬间，不仅是亲情

之歌，更是生命之歌，透露着母女的坚

强和勇敢。吴彦姝、奚美娟两大实力

派演员对各自角色的生动塑造，也从

肢体语言和细微表情中，令观众一览

无余。

另悉，该片将在第十二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并于9月9日

开启点映。 （影子）

本报讯 8 月 1 日，院线电影《沙

海》宣布启动，该片由南派三叔同

名原著《沙海》改编，讲述了吴邪带

着惊天计划从“藏海花”中走来，少

年黎簇被迫入局，黑眼镜只身犯

险，解雨臣暗布迷局，古潼风云再

起。2018 年，该小说也曾改编为网

络剧，由吴磊、秦昊主演。

七年来，由南派三叔打造的“盗

笔宇宙”已有8部作品被影视化。此

次影版《沙海》官宣，网友对于选角抱

有空前的热情，纷纷在网络上分享了

自己的“提名名单”。

（影子）

《明日战记》

一颗陨石突然撞击地球，并带来

杀伤力极强的外星生物，560万人将

因此失去生命。人类命运岌岌可危，

总指挥李升派出以军人泰来为首的

精英部队前往执行改造计划。但在

通讯员小绿悄悄提醒下，泰来发现了

一个足以毁天灭地的邪恶阴谋……

上映日期：8月5日

类型：动作/科幻

编剧：刘浩良/麦天枢

导演：吴炫辉

主演：古天乐/刘青云/刘嘉玲/

姜皓文/谢君豪

出品方：深圳电影制片厂/天下

一电影/寰亚电影等

发行方：中影股份/猫眼微影

《遇见你》

18岁那年，被同学嘲笑为“垃圾

桶”的余骄阳遇见了让她一见钟情的

转校生周灿。步入社会后，工作和生

活琐碎逐渐占据了他们的恋爱时光，

二人思维和轨迹不再同频，女孩的

期望逐渐变成失望，分手导火索也意

外降临……

上映日期：8月4日

类型：爱情

编剧：落落/翟培

导演：落落

主演：李汶翰/徐若晗/王博文/高

秋梓

出品方：爱奇艺影业/恒业影业

发行方：恒业映画影业/爱奇艺

影业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许一、高晓楠在相处中解开当年

的心结，相互陪伴,一起成长，不是情

侣却胜似情侣。然而, 彼此间不敢触

碰的感情界线因为一次意外终于彻

底爆发……

上映日期：8月4日

类型：爱情

编剧：刘同/曾韬

导演：王梓骏

主演：李孝谦/漆昱辰/林俊毅/修

雨秀

出品方：光线影业/小森林影业/

深海十月传媒/天津橙子映像

发行方：光线影业

《黎乡遇见你》

邱启辰三兄弟机缘巧合来到海

南黎族红山村，对美若天仙的黎族姑

娘阿雅一见钟情。为博得阿雅的欢

心，三人绞尽脑汁却闹出了一出又一

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上映日期：8月4日

类型：剧情/爱情

导演：郑洋

主演：周路/陈雅静/乐轩/张玉龙

出品方：海南椰云数字影视/海

南软件与信息服务创业投资基金

发行方：东方稻田文化

《回家，扒龙舟》

影片聚焦在一群异乡打拼的普

通游子身上，从他们在端午节到来之

际提前返乡，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龙

舟节展开，围绕弘扬传统文化和乡土

亲情的温暖主题，用爱家爱国的情怀

与行动，来传递异乡游子对故土的眷

念之情。

上映日期：8月3日

类型：纪录

编剧：王海纹/张晨阳/俞佳

导演：米子/王海纹

主演：米承华/米成全/熊卫海/姚

祖延

出品方：上海米子影视/深海影

业/晓米文化等

发行方：深海影业

《我们遇见松花湖》

在北华大学的一个名为“吉林往

事”故事演讲比赛中，两个大学生各

自讲诉自己的故事，他们由最初互相

竞争争取胜利，到最后意外地发现两

个故事竟然可以拼合成一个完整的

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8月4日

类型：剧情

编剧：张所为

导演：何纬丰

主演：林家栋/陈静/姜潮/夏嫣

出品方：吉林吉祥四季旅游投

资/浩天联合影业等

发行方：基点影视

《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

超星特工猪猪侠坚持独自潜入

海底世界执行新任务，在五彩缤纷的

海底世界见识到各种各样的海底生

物。但海洋世界发生了一件不为人

知的大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危及海

洋世界和平的大危机。

上映日期：8月6日

类型：动画

编剧：潘权文

导演：钟彧

出品方：广东咏声动漫/北京国

影纵横

发行方：北京国影纵横

本报讯 近日，由新锐导演王

梓骏执导，青年作家刘同监制的电

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发布

终极预告并将于 8 月 4 日七夕“情

人节”正式上映，目前影片已开启

预售。该片由李孝谦、七七（漆昱

辰）领衔主演。

终极预告里，制作团队通过倒

叙的方式讲述了许一和高晓楠从

青 葱 到 走 向 人 生 下 一 阶 段 的 经

历。从相遇到相爱再到相知，我曾

经无数次幻想过，我们的未来，或

许这不仅仅是许一一个人的想法，

每个处在爱情中的人都一定会在

某一刻有过这样的念头，但爱情的

遗憾有时就在于一次次的错过终

将使我们渐行渐远。

预告中，许一似乎身穿一袭白

裙，完成了他们当年对彼此的承

诺，“我结婚的时候你给我当伴郎

吧，不对，我结婚你应该是当伴

娘”。正如许一所说，他与高晓楠

之间的距离，是他青春里最大的遗

憾。于此，两人关系的最终走向也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虽

然讲述了两个人之间充满遗憾，不

断错过又重逢的故事，但制作团队

也依然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来鼓励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能

够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意，不要等到

来不及挽回的那一天，才鼓起勇气

奔赴人生中留下的遗憾和悲伤。

（花花）

◎新片

本报讯 改编自漫画家阿桂的经典

畅销系列漫画《疯了！桂宝》的动画大

电影《疯了！桂宝之三星夺宝》已于 7
月 29 日在全国上映，影片近日释出全

新片段。片段中桂宝召唤出重磅女嘉

宾小 T 姐现身，齐跳欢乐搞笑的时空

旅行舞，帮助桂宝小分队穿越至一天

前的三星堆博物馆现场，寻找金杖丢

失的真相。

上映首周末该片就收获超多亲子

家庭和粉丝的好评，在各大购票平台上

的口碑好评也是超过同档期动画电影，

可见观众对于这部高品质国漫合家欢

是毫不吝惜赞誉的。

“桂宝太可爱了，孩子看的很欢乐，

观影时笑的停不下来，还学习了不少三

星堆的知识，让小朋友对中国文化历史

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了”；“编剧脑洞挺

大，特别有梗，中华传统文化和搞笑热

血的机甲战斗梦幻联动，很适合带小朋

友去看”……片中欢乐搞笑、寓教于乐

又包含了朋友间相互帮助的温暖倡导，

让影片成为暑期父母陪孩子观影的不

二之选。

（花花）

本报讯《哥斯拉大战金刚》续集目

前已经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开机拍

摄。据悉，现场有诸多群演参与了拍摄

工作。

丹·史蒂文斯加盟本片并担任主

演。该片由前作导演亚当·温加德回归

执导，有趣的是，他与史蒂文斯此前合

作过《不速之客》。《哥斯拉大战金刚》的

故事发生在当今社会，帝王组织在险峻

未知的地心世界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时

找到了巨兽起源的线索。与此同时，人

类计划将所有巨兽从地球上抹去的阴

谋渐渐浮出水面，而传说中哥斯拉和金

刚两个王者的世纪对决也将一触即发。

《哥斯拉大战金刚》一年前通过北

美院线和流媒体同步推出，疫情期间票

房表现不错，全球票房 4.68 亿美元，中

国内地12.3亿元人民币。 （花花）

本报讯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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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山海怪兽”预

告和“山海怪兽图鉴”海报。在此次曝

光的预告和海报中，神医白泽欢乐登

场，率领各个来自于古代神话的怪兽

角色一齐亮相。

此次发布的”山海怪兽”版预告

片，开篇即用怪兽群像渲染出广阔的

昆仑世界，奇幻美景和昆仑医馆络绎

不绝的病人，为观众展现了山海世界

的另一面。预告中白泽和怪兽伙伴们

为了战胜黑灵，遇到了不少波折和挑

战，笑料百出。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此次还曝光

了一众“山海怪兽图鉴”，将取材于《山

海经》的怪兽的动漫形象与古籍出处

结合在一起，既贴合了山海经 IP的设

定，又让观众对电影角色的认知更加

立体，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动

漫的融合与创新。

（花花）

刘烨主演《排爆手》致敬人民子弟兵

亲情电影《妈妈！》定档9月10日中秋节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发终极预告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发布海报

《哥斯拉大战金刚》续集计划2024年上映

《迷你世界之觉醒》主题曲MV发布

南派三叔《沙海》同名电影启动

《疯了！桂宝之三星夺宝》发全新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