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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小唐尼和范·迪塞尔一起登场

本周五将上映两部新片，分别是动作科幻大片《喋
血战士》和儿童电影《多力特的奇幻冒险》，这也是电影
院复工以来首批上映的外国新片。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改编自著名奇幻小说《杜立
德医生》。故事讲述杜立德医生（小罗伯特·唐尼饰）在
妻子去世后离群索居，把自己关在庄园里与动物相
伴。为了帮助身患重病的年轻女王，杜立德被迫出门
冒险⋯⋯

片中将出现许多可爱的小动物，而最大的卖点当
属“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和“小蜘蛛”汤姆·赫兰德再
度合作，有网友笑称这是“蜘蛛侠 4 之动物世界”。不
过，电影里并不会出现两人的同框场面——汤姆·赫兰
德只是声音出演，为狗狗吉卜配音。本片配音阵容非
常强大，玛丽昂·歌迪亚、拉米·马雷克、赛琳娜·戈麦斯
等人都为电影献声。

本周五即将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喋血战士》，同样
有中国观众熟悉的老面孔——《速度与激情》系列的

“老大哥”范·迪塞尔。《喋血战士》改编自美国勇士漫画
旗下的同名漫画，主角喋血战士是勇士漫画主打的超
级英雄。5 年前，索尼曾公布根据勇士漫画打造新超
级英雄电影宇宙的计划，但该计划在一年后搁置。范·
迪塞尔“捡漏”拿下改编权，首次出演超级英雄角色：他
饰演的士兵雷·加里森在战斗中阵亡，被尖端纳米技术
起死回生，变身即时自愈、媲美超级电脑的喋血战士。
苏醒的他执着于脑海中残存的记忆碎片，踏上为爱妻
的复仇之路，却发现自己竟无法分清真实与虚幻。

本周五将有四部口碑佳作加入重映行列，包括《何
以为家》《疯狂动物城》《一条狗的使命 2》《动物特工
局》。此外，周星驰经典作品《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
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也将在7月24日登陆万达院线。

影院复工后迎来一波新片“定档潮”，还有多部口碑佳作重映

李现李现《《抵达之谜抵达之谜》》终于要终于要““抵达抵达””

本报讯 随着各项防控措施与复
业准备有效落实到位，常州大剧院保
利影城 22 日正式恢复营业。同时，陕
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重磅开票。

目前，保利影城有 5 部影片在映，
分别是《第一次的离别》《夏洛特烦恼》

《哪吒之魔童降世》《大鱼海棠》《战狼
2》。至 28 日，影城对经典影片推出特
惠票价。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影城大堂、
影厅、卫生间、走廊、疏散通道等公共
区域，每日不少于 2 次喷雾消毒；售取
票机、商品售货区、自动贩卖机、公共
区域座椅、入口闸机、卫生间等重点区
域，每日不少于 5 次擦拭消毒；影厅座

椅扶手、3D 眼镜等观众直接接触物
品，每场消毒一次，确保给影迷观众提
供安全放心的观影环境。

舞台演出方面，陕西人艺版话剧
《白鹿原》同日迎来开票。

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陈
忠实同名小说，由孟冰编剧、
胡宗琪导演，采用地道的白鹿
村方言演出。自 2015 年亮相
舞台后，该版《白鹿原》便以原
汁原味的陕西风貌、朴实沉郁
的现实主义风格赢得票房、口
碑双丰收，被誉为“中国当代
话剧新巅峰之作”，迄今已在
45 座城市 50 家剧院上演近

300场。
9 月 12 日，该剧将登陆常州大剧

院，向龙城观众讲述白、鹿两姓家族的
恩怨情仇。 （吴蕾 周茜）

常州大剧院保利影城恢复营业

话剧《白鹿原》同日重磅开票

从 7 月 20 日起，全国多家电影院陆续

复工，“去影院看什么”成为影迷的热门话

题。继首批 22 部大片率先登陆院线之后，

21日又有多部影片宣布将在近期上映。

北京电影节将于8月举行
继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在7月25日举行之后，第10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也传来好消息：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崔
岩在一场直播活动中透露，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8 月下旬
举行，具体时间等待官方发布。

第 10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至 26 日
在北京举行，3月初宣布因疫情延期。

此外，7 月 21 日下午，北京电影局发布《北京市电影局关于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宣
布全市低风险地区影院可于7月24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上海电影节公布入围片单
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 7 月 25 日至 8 月 2 日举行。

受疫情影响，本次上影节不设红毯盛典活动，金爵奖和亚洲新人
奖也取消评奖环节，仅公布“官方入选片”。

本届金爵奖共有 33 部作品入围，其中包括 12 部剧情片、4
部纪录片、4 部动画片、13 部短片。12 部入围的剧情片中，包括
李霄峰导演的《风平浪静》、大鹏导演的《吉祥如意》以及贾樟柯
和河濑直美监制、青年导演鹏飞执导的《又见奈良》。

“亚洲新人奖”方面，共有 14 部片子获得提名，中国作品占
了过半数。其中《拨浪鼓咚咚响》《飞越光年》《落地生》《慕伶，一
鸣，伟明》《荞麦疯长》《日光之下》6部电影来自中国大陆，《迷走
广州》来自中国台湾。

7 月 20 日上午 8 时，电影节正式开启线上售票，开票 10 分
钟就售出超过 10 万张。电影节期间，将在上海的 29 家指定影
院展映320多部影片，其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和中国首映片超
过200部。

7月31日：
李现新作《抵达之谜》亮相

影院复工后迎来一波“定档潮”，下周五将迎来更多
新片。7月即将上映的电影仍以中小体量为主。由宋文
执导、谢飞监制、李现领衔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抵达之
谜》宣布定档 7 月 31 日。影片讲述了上世纪 90 年代小
城青年赵小龙因心爱女孩冬冬突然失踪而十几年坚守
追寻、在爱情与友情间挣扎博弈的故事。

派拉蒙影业出品的真人动画电影《刺猬索尼克》同
样定档 7 月 31 日。故事讲述拥有超音速能力的刺猬索
尼克孤身前往地球，与热心肠的朋友小镇警员汤姆（詹
姆斯·麦斯登饰）一起，联手对抗“蛋头博士”（金·凯瑞
饰），并最终战胜了对手。本片是好莱坞“喜剧之王”金·
凯瑞重返银幕之作，这一次他以夸张造型出镜，化身大
反派“蛋头博士”。

同日上映的还有国产动画《妙先生》，该片改编自口
碑动画《大护法》导演不思凡的高分短片，由李凌霄执
导，讲述一场关于善恶抉择的人性考验。

此外，马思纯、钟楚曦、黄景瑜主演的《荞麦疯长》，
李鸿其、李一桐主演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动画电影

《哪吒重生》等都将于8月上映。 胡广欣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
纳兄弟影业近日宣布，将再度推迟克
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信条》档期。
而随着多个国家电影院逐步开放，“缺
乏新片”或将成为影院复工后面临的
最大难题。

《信条》再次推迟上映
《信条》原定于 7 月 17 日上映，曾

先后被推迟至 7 月 31 日、8 月 12 日。
该片制作成本约2亿美元，曾被认为是
今年夏天在美国影院上映的第一部好
莱坞大制作电影。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这部电影将会为美国影院复工注
入一针“强心剂”。据称，诺兰是电影
体验的忠实拥趸，他一直坚持要在7月
上映，希望能给受疫情摧残的影院带
来提振。

但随着美国疫情的发展，
“在所有持续不确定的情况
下”，华纳兄弟影业决定重新评
估该片的上映日期。华纳兄弟
影业的高管们说，他们在观察
形势后别无选择。“在整个过程
中，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的
电影获得最大的成功几率，同
时也做好准备，一旦我们的影
院伙伴重新安全开放，就为他

们提供新的内容。”华纳兄弟影业主席
托比·艾默里奇说。

此外，华纳兄弟影业另一部计划
在夏末上映的影片《招魂 3》将于明年
6 月上映。《神奇女侠 1984》定于 10 月
2 日上映，《沙丘》定于 12 月 18 日上
映。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定于 8 月 21
日上映，但是否会如期推出还有待观
察。

美国电影院原本希望在 7 月底重
新开张，但面对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
美国最大的两个市场——纽约和洛杉
矶的电影院并未获得开放许可。据外
媒报道，美国约有四分之三的影院仍
处于关闭状态。业内人士预测，美国
可能至少要到 9 月份才会上映重要的
新电影。

韩国《釜山行2》票房大卖
韩国的电影市场也在恢复。7 月

21 日，韩国电影《釜山行 2：半岛》累计
观影人次突破 200 万。其票房表现也
非常强劲，据外媒报道，该片在亚洲上
映首周的票房达 2000 万美元，在韩
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票房冠军。

《釜山行2：半岛》也被称为是韩国
电影市场的救市之作。该片为《釜山
行》的第二部，故事发生在《釜山行》4
年后，演员是全新阵容，导演延相昊曾
透露，预算也增加了两倍。不过，第二
部的口碑并不如第一部。

此外，英国、西班牙的电影院也在
缓慢开放。此前，英国政府曾发布新
冠病毒恢复指南，英国电影院在 7 月 4
日之前不会重新开放。前段时间，英
国约有 9%的影院(约 50 家影院)恢复
运营。英国最大的影院运营商Odeon
也开放了部分影院，但由于疫情影响，
以及很多大片调整档期，该运营商已
决定放慢重新开放计划。 袁秀月

《信条》推迟、《釜山行2》大卖

全球电影业面临片荒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