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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首拍谍战题材影片
《悬崖之上》定档4月30日

《1921》发布片中角色
陈坤李晨出演“南陈北李”再现“相约建党”

本报讯 在距离 7月 1日还有百天

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由黄建新监制

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演的电影

《1921》宣布陈坤和李晨出演，二人在

电影中分别饰演陈独秀和李大钊这

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在同时发布的海报上，陈坤一改

潇洒精致的形象，凌乱的头发，朴素

的长袍，从狱中缓步而出，眼神却投

射出着无比坚定的信念感，直指人

心。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角色激情澎

湃内心世界的一角。对于饰演李大

钊的李晨，他在十年前拍摄《建党伟

业》时饰演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当

时就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如今再次拍

摄建党题材，他和编导事先讨论剧作

时，对李大钊的人物历史如数家珍，

当年的积累，十年后的重温，造就了

如今形神兼备的“李晨版”李大钊。

两位演员重拾表演的初心，抛弃掉繁

杂的技巧，试图用最拙朴也最真诚的

方式，在建党百年之际，为观众还原

革命先驱的风采。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两位革命先

驱，黄建新选择了陈坤和李晨来分别

演绎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也是三人

继 2011年《建党伟业》后再次联手，十

年的时间，两位演员的演技上升到了

一个新的层面。可能是冥冥中的巧

合，两位演员的出生地和姓氏也恰恰

对应了“南陈”与“北李”。

3月 23日，距 7月 1日建党一百周

年恰恰百天之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节点，片方首次公布片中角色陈独秀

和李大钊，既表达了对两位先贤的崇

敬之情，也标志着影片代表电影界同

仁率先高举庆祝建党百年的旗帜。

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创作初心，牢记

社会使命，力图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

作品，展示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奋斗与成就。

电影《1921》由腾讯影业、上影集

团、三次元影业出品，猫眼影业、寰亚

电影、七酷网络、阅文影视、新丽传媒

等联合出品，将于7月1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张艺谋新片《悬崖之上》

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宣布将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全国公映，4 月 18 日、4
月 24 日、4 月 29 日开启超前点映。

影片由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

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领衔主

演，余皑磊、飞凡主演，雷佳音、沙溢

特邀主演。定档海报中，张译、于和

伟各自率领的两队人马，在冰雪中，

一崖之隔对峙相望，剑拔弩张的紧

张气氛扑面而来。

张译、于和伟率两大阵营

九人九面关系扑朔迷离

在此次发布的定档海报中，一

片冰雪肃杀下众人各自分立，于和

伟为首率领倪大红、李乃文、余皑

磊、飞凡伫立于陡崖峭壁之上。而

深渊之下，张译领头秦海璐、朱亚

文、刘浩存组成乌特拉小队，冒着风

雪艰难前行，两大阵营之间似要展

开一番生死较量，与片名“悬崖之

上”寓意不谋而合，引起观众无限遐

想。

此外，海报暗藏玄机，九人九面

神色各异，关系扑朔迷离，角色身上

诸多细节格外引人注目，仅凭一张

海报足见众人演技实力。张译神情

坚毅，显露出誓不退让的决心；于和

伟表情高深莫测，看不透其眼底深

意；秦海璐举枪瞄准前方，面无惧

色；朱亚文目光如炬、沉着坚定，刘

浩存神情紧张，高度戒备的二人似

乎在执行某项秘密任务；而倪大红、

李乃文、余皑磊、飞凡表情冷漠狠

戾，涌动着复杂的危险神色。张译、

于和伟领衔超硬核演技派阵容强强

联手，一招一式一个眼神将超强演

技显露无疑。两位“戏骨”之间高手

过招同台飙戏，将激发出怎样的化

学反应，叫人颇为好奇和期待。

张艺谋首拍谍战商业大片

聚焦人性挣扎与信仰力量

张艺谋近年来不断挑战自我，

在艺术创作上涉猎各种类型和题

材。除已上映的文艺片《一秒钟》

外，将于 4 月 30 日上映的《悬崖之

上》则是首次尝试谍战题材。张艺

谋坦言：“在中国，谍战电影不多，这

次碰到令我心动的剧本，希望能拍

出特别感。”

影片背景设置在冰天雪地的哈

尔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冰城正处

于血雨腥风的谍战漩涡，无数惊心

动魄的秘密战正在这里上演。故事

讲述了以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

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

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然

而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就

已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同

志能否脱身？任务能否完成？雪一

直下，立于“悬崖之上”的行动小组

面临严峻考验。

《悬崖之上》以群像视角生动呈

现险象环生的传奇谍战故事。群像

戏也是吸引张艺谋的地方：“在群像

中把每个角色塑造好是很难的，是

对导演功力的一种考验，需要面面

俱到，更要画龙点睛。”影片聚焦角

色在极端情况下的种种反应，对人

性面对生死、面对本能的挣扎与觉

醒进行刻画，带领观众一起感知风

起云涌年代中，将家国情怀置于个

人安危之上的牺牲精神与坚不可摧

的信仰情怀。

电影《悬崖之上》由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上

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木夕）

本报讯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组织策划、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大力支持，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

《歌声的翅膀》将于3月28日上映。

片中，在塔城、伊犁、喀什古城的

三段大歌舞场面，是影片最具特色、最

具看点的片段之一。影片编舞辛俊杰

表示，三段歌舞场面拍摄场景不同，但

都是民族包容性的多民族大联欢的舞

蹈。

歌舞片的舞蹈部分要参与叙事，

不能脱离故事情节。辛俊杰介绍，为

了让舞蹈更好地为故事发展和电影主

题服务，在编舞设计过程中，多次与编

剧沟通，一遍一遍地设计，保证“从戏

剧情节到舞蹈片段的自然过渡”，比如

在喀什古城，女主演出现在男主演面

前，两人从眼神沟通，到后来的相遇，

在编舞过程中，空间、点位、顺序的设

计，都需要服务戏剧情节的发展。

由于电影拍摄周期短，各部门需

要紧密配合，这带给辛俊杰不小的挑

战。他告诉记者，在与音乐老师谈定

每一场歌舞的风格后，编舞只能在没

有音乐的情况下，依靠想象力“盲排”，

开始拍摄阶段，音乐才会正式进入。

辛俊杰介绍，舞台的歌舞讲究节

目的本体艺术性和观赏性，电影的歌

舞更具冲击力，可以把舞台上表达不

出来的超想象力的情节、场面，以及细

节性元素都展现出来，更有意味和内

涵。

电影《歌声的翅膀》由高黄刚担纲

总导演、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导

演、严高山友情导演，李牧时、高琦编

剧，董颖达作曲，辛俊杰编舞，夏望、张

颖冰、玉米提、江依昊（阿依肯）等领衔

主演，刘之冰、罗钢、尼格买提、斯琴格

日乐、李宜儒、哈孜肯·哈里等友情出

演，黄绮珊、塔斯肯·塔比斯汗、阿来·
阿依达尔汗、崔子格、鞠红川等歌手倾

情献唱。 （赵丽）

百名放映员讲述100个党史故事

半开放的大木屋里，《我和我的家

乡》正演到黄渤和王迅较劲的段落，几

十个村民哄堂大笑。他们三三两两聚

在一起，把这个百多平米的场子挤得热

热闹闹。他们时而饮茶，时而低语交

流，眼睛没离开过前方的幕布，就连刚

刚吹吹打打的老艺人，也被村民们的笑

声吸引过来，仰着脖子，目不转睛。

这是百部影片展映活动放映的首

场电影，四川眉山巴仁院线放映员彭

志红站在放映机前，不时检查机器，虽

是上午时分，新换的放映机依旧把银

幕上的影像投得清清楚楚。

去年一年，彭志红一共放了204场

电影。他告诉记者，展映开始后，他将

在眉山 3 个镇的 24 个村子放映影片。

同平时放电影不同，这次的放映他还

承担着向农村观众普及党史知识的重

任。他指着放映机说，里面有一段 12
分钟的党史宣传短片，他会在每部展

映影片放映前，给村民们先放一段宣

传片，向村民介绍党史内容。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此次展映

活动中，四川全省的放映员都会像彭志

红一样，肩负起向群众传播党史知识的

重任。除了在正片前放映党史宣传短

片，展映活动还将选取100位放映员在

部分展映现场讲述100个党史故事，使

观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影红色教育影院助力党史教育

在四川农村，除了流动放映，位于

宜宾上罗镇的中影红色教育影院也加

入到了百部影片的展映活动中。

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林介绍，投资 300
万、拥有3个厅的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

院是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影院，影院

所在的上罗镇是川南游击纵队在宜宾

战斗过的地方。

向林告诉记者，这家建在镇上的

红色影院同时兼具公益与商业两个功

能，在这里，村民们既能看到时下正在

上映的商业电影，也能免费享受公益

放映服务，同时影院还能满足党史教

育、党员的基层文化、农家书屋、乡村

振兴电商助农、日间照料、幼儿之家等

多种功能。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院也

将积极参与此次百部影片展映活动，

为周边村民献上一场党史教育的文化

大餐。

（上接第1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四川启动百部国产影片展映活动

《歌声的翅膀》编舞辛俊杰：

舞蹈要为故事发展和电影主题服务

推动电影产业发展 做大做强“西部影视”2021陕西省电影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近日，2021年陕西省电影工

作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吉德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陕西电影行

业，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行业的严重冲

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各

项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全省电影市

场稳步回升，创作生产成效显著，电影

生态逐步完善，农村电影放映提质增

效，电影对外交流合作更加活跃，电影

公共文化服务扎实推进。截至2020年

底，陕西全省影院总数达到358座、银幕

2128块，全年放映 169万场，观影 1636
万人次，实现电影票房 5.4亿元。全年

影片备案立项193部，完成拍摄 46 部，

11部影片荣获国内外 22项大奖，16部

影片登录全国院线，25 部影片 CCTV6
黄金时段播出。成功举办第七届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来自116个国家和地

区3596部影片参评、500余部影片线上

线下展映，17个国家地区418个项目参

加创投，36 个项目合作签约，受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关注。

王吉德强调，2021 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省电影工

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

焦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贯彻落实

全国电影工作会议精神，把省委十三

届八次全会提出的加快文化强省建

设、提升陕西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做大

“西部影视”的要求落到实处。

王吉德要求，全省电影行业，要始

终把加强创作生产作为电影工作的核

心任务抓紧抓好，制定实施“十四五”

时期重点影片创作规划，建立完善陕

西电影题材库，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要加

强电影理论评论工作，推动电影评价

评估体系建设，提高电影评论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引导电影创作、服务观众

观影。要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主

题主线，组织好开展“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百部优秀影片献映、百场电影

惠民观影等活动，大力营造共庆百年

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要

培育支持院线企业发展，鼓励院线企

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规模化发

展，积极开发二级市场和农村市场，扎

实推进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进一步提

升电影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优秀人

才培养，有效激发各类电影企业的活

力，提高电影基地和园区的建设水平，

建立完善产业链条，加强行业建设，着

力夯实陕西电影发展基础。

本报讯 日前，军事题材影片创

作研讨会在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举行。多位业内资深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为军事题材影片创作建

言献策。与会专家围绕军事题材影

片的创作，提出了要找准拍给谁看、

要提高想象力和创新性、突出表现

平 凡 英 雄 以 及 具 备 国 际 视 野 等

建议。

在中国电影史上，军事题材影

片从来都是观众最喜爱的类型题材

之一。从早些年的《地道战》、《地雷

战》、《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到

近年来的《建军大业》、《金刚川》、

《保 家 卫 国—— 抗 美 援 朝 光 影 纪

实》、《最可爱的人》等，都深受广大

观众喜爱。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王强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把

军事题材影片的政治性、艺术性，社

会反应、市场认可度统一起来，创作

更多既弘扬正能量又充满艺术性的

军事题材影片。他希望与会专家要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文艺作品

作出严肃科学的评论。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闫少非表示：“今年是党

的百年华诞，党史其实也是战斗史，

很多中国人对党史最初的了解都是

从军事题材影片中得知的。”

闫少非认为，近年来中国电影

人拍摄的许多军事题材影片都有了

长足的进步。但是，他还是希望中

国电影人处理好“军事题材和时代

的关系”、“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

关系”、“故事和人物的关系”这三种

关系。他表示：“若干年后，观众可

能会忘记电影作品中的大部分故事

情节，但一定会有几个经典的人物

形象被人们记住。”

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

局局长汪守德则认为，军事题材影

片的创作要解决缺少战争生活的体

验、年代感和生活细节的震撼性等

问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

舫认为，一百年的党史其实就是一

部军事史、战争史、国防史。“军事题

材的创作要有国家意识、受众意识

和创新意识。”李舫说，电影人应该

在战争题材影片创作中充分发挥想

象力和创新力，要把电影的文化使

者功能利用起来，让影片成为和世

界沟通的文化钥匙、文化符号。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邓凯

指出，军事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其对于记录

时代命运、团结民族力量、凝聚民族

精神、引导主流价值观，都有很重要

的作用。今天，我们，需要保持“打

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磅礴气

概，更需要涵养中国人的阳刚之气，

锤炼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军事博物馆副馆长刘中刚对军

事题材纪录片和军事题材故事片的

创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上，刘

中刚建议多采用当事人的视角拉近

和现在观众的距离。“尽可能多挖掘

和修复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有利

于还原历史，拉近历史和当下观众

的距离。”

在军事题材故事片创作上，刘

中刚认为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细节

要经得起推敲。“建议多塑造普通人

的形象。这些人物是英模，更是身

边的人。英雄人物也应当有弱点或

缺点，要通过影片展现这些普通人

一步步成长为英雄的过程。”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褚杨则强

调了军事题材影片不同于职场剧，

要站在政治高度、历史高度去创作

剧本。此外，军事题材影片还要凸

显教育功能。“影片中要展现我党我

军的丰功伟绩，弘扬我军的优良传

统，以此振奋民族精神。”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教授赵

宁宇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强调了

历史和艺术的辩证关系。“绝不要因

为创作的特殊性和诉求去篡改历

史，也不要因为历史的存在而限定

创作，这其中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有

机的平衡点为电影人所用。”

《电影艺术》主编谭政表示，如

今，中国电影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力

了，军事题材影片在表现中国立场

的同时要更加突出全球视野。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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