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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1 日，由福建省委宣

传部、省电影局、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

电影制片厂、泉州市委宣传部、安溪县

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戏曲电影《玉珠

串》媒体推介会在安溪文庙举办。中国

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主任孙向辉，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

组副书记、总经理庄志松，福建省委宣

传部二级巡视员、电影管理处处长王江

等参加推介会。

安溪县高甲戏剧团创建于1952年

秋，2012年4月划转为安溪县高甲戏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建团以来，在“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挖掘、整理、

移植和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优秀剧目。

而《玉珠串》正是这批优秀剧目之一，

《玉珠串》创作于 1989 年，是安溪县已

故著名剧作家诸葛辂先生继《凤冠梦》

之后的又一力作，剧目大力鞭挞假恶

丑、放声讴歌真善美，凸显道德力量，传

播正能量。先后获得第五届“五个一”

工程奖，第六届文华剧作奖、导演奖、新

剧目奖、表演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国

家级文艺奖项。

福建电影制片厂副总经理黄华介

绍，戏曲电影《玉珠串》为我国第一部高

甲戏电影，具有推动闽派文化品牌建设

的积极作用；又因其反腐主题，也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江表示，高甲戏作为第一批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戏种，其表

现的“能美能丑，亦庄亦谐”的丑角艺

术，是闽南、福建草根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影响力已经逾越方言地域，是闽南侨

乡人民情感交流和海外侨胞文化认同

的重要符号。此次安溪高甲戏剧团与

福建电影制片厂携手合作，将这一高甲

戏传统经典剧目改编成高甲戏电影，是

对传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创新表达形

式的有益尝试，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理论，践行了抢救有价值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理想追求。

高甲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该片

舞台导演吕忠文介绍，《玉珠串》是安溪

县高甲戏剧团的优秀保留剧目，也是高

甲戏的里程碑式作品。该剧人物形象

鲜明生动、喜剧风格清新别致、丑角表

演赏心悦目、舞台调度灵活多变，是高

甲戏艺术一颗璀璨的明珠。该片电影

导演陈茂林介绍，基于舞台的高甲戏艺

术魅力与立足科技的影视表达手法巧

妙结合，用电影展现、传播传统戏曲是

影片最大亮点。

另悉，该片计划在 6 月制作完成，

将于7月参加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木木）

本报讯 日前，由贾樟柯创作的纪

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发布美版预

告片，山西汾阳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像

出现在人们面前。

伴随着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画外

音：“我这是站在家乡来看中国，来看

世界”，山西汾阳贾家庄几十年的发展

历程缓缓展开，包括贾平凹、余华和梁

鸿在内的几十位作家，从谈论乡村与

城市、文学与现实开始，追忆已故作家

马烽，讲述70年来的中国往事。

（影子）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发布美版预告片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打造的年度

动作电影《速度与激情 9》近日发布

“女王飙车”特辑。76 岁英伦“老戏

骨”、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惊喜

归来，并亲自上阵奉上自己的系列

飙车首秀，当气质女王化身霸气车

手，当高贵优雅碰撞狂野刺激，前所

未有的精彩大戏即将上演。5 月 21
日《速度与激情 9》全国上映。

在拍摄《速度与激情 8》时，海

伦·米伦就表示最想尝试飙车戏，当

时未能实现的梦想终于在《速度与

激情 9》中如愿以偿，宝刀未老的她，

一连串行云流水的操作，驾驶豪华

超跑，载着同为“老司机”的范·迪塞

尔，在伦敦街头开启疯狂竞速模

式。为了这场暗夜狂飙，摄制团队

特意为海伦·米伦配备了全球限量

的高端超跑，安排了在英国地标白

金汉宫门前疾驰而过的戏份，海伦·
米伦难掩激动之情，笑称：“上次我

来白金汉宫是搭出租车，这次真是

完全不同的体验。”

片中，昆妮与唐老大惺惺相惜，

戏外，海伦·米伦与范·迪塞尔同样

有着不俗的交情。此次范盛情邀约

海伦回归，合作过程也让海伦直言

十分愉快：“范对场景非常较真，而

我很欣赏他这一点。”范也同样赞赏

海伦“车技确实很好，拍摄非常有

趣”。二人此番合作，让人更加期待

《速度与激情 9》的视听盛宴。

（杜思梦）

《速度与激情9》76岁海伦·米伦载范·迪塞尔伦敦漂移

高甲戏戏曲电影《玉珠串》举行媒体推介会

传承闽南传统文化 向世遗大会献礼

本报讯 5 月 8 日，由徐峥监制，王

放放执导，孟美岐、夏雨领衔主演的冬

奥题材电影《我心飞扬》正式杀青。影

片讲述了中国运动健儿历时 22 年的

艰苦拼搏，终于赢得冬奥首枚金牌、为

国争光的故事，自开机以来便备受行

业内外关注和热议，相关话题多次登

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大众期待值

高涨。

电影历时68个昼夜紧锣密鼓地拍

摄，剧组上上下下都拿出了运动员备战

冬奥的精神劲头，只为呈现最完美的效

果。5月 8日，随着最后一个冰上镜头

顺利拍摄完毕，《我心飞扬》正式杀青。

在电影关机仪式上，监制徐峥真诚表

示：“电影拍摄难度大，大家都吃了很多

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为冬奥献礼，

我们会做好每一个环节。”

电影编剧、总制片人王浙滨动情

表示：“天冷但心是暖的，剧组的每一

位主创和工作人员都怀揣着对电影的

热爱，精益求精，团结合作，秉持着对

奥运精神的崇高敬意用心创作。”导演

王放放回忆起和大家共同奋战的岁月

不禁哽咽，“感谢台前幕后所有人的付

出，我们会继续把电影制作好，这才是

对大家最好的回报。”

经过了四个月的磨练，饰演短道

速滑运动员的孟美岐已经可以穿着冰

刀鞋，在冰面上自如滑行，伴随着激动

人心的音乐，孟美岐飞驰而来，现场爆

发出阵阵掌声。分享杀青感言时，孟

美岐更激动落泪，“今天是最后一次以

杨帆的身份和大家讲话，这四个月经

历的酸甜苦辣对我一生来说都是美好

的回忆”。孟美岐还特别感谢饰演主

教练秦杉的夏雨一路走来对自己的帮

助和鼓励。夏雨激动表示：“电影有速

度，也有激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

们电影院见！”

在即将到来的 2022 年，北京将举

办第 24 届冬季奥运会，冰雪强国将向

全世界展现它的风采，这样的无上荣

光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运动健儿们用

汗水和眼泪拼搏而来的。距离中国在

冬奥赛场上收获第一枚金牌已经过了

近 20 年时间，而赢得这枚金牌，中国

用了 22 年。电影《我心飞扬》的故事

灵感便来源于此：1980 年中国代表团

开始参加冬奥会，屡次与金牌失之交

臂，失败与不甘像针一样狠狠刺痛中

国人的心。为实现零的突破，秦杉（夏

雨 饰）组建以杨帆（孟美岐 饰）为代表

的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队，临危受命立

志一雪前耻。

《我心飞扬》由北京真乐道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

中心、北京光影四季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北京衡源路德影视文化传媒中心

出品，上海奕齐影业集团有限公司、长

春净月影视文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真乐道文化、光影四季文化

联合承制，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北京市

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

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大年初一全国

上映。 （木夕）

冬奥题材电影《我心飞扬》杀青

本报讯 近日，将于5月20日全国

上映，由陈国富监制，沙漠执导，屈楚

萧、张婧仪领衔主演的现实爱情电影

《我要我们在一起》曝光一组人物海

报，画面中，吕钦扬与凌一尧交错站

立，各怀心事。

“给你幸福，才能在一起”与“我

们在一起，才是幸福”，短短两句话不

仅展现了两人定义幸福的分歧，更折

射出现实生活中，男生女生常常持有

迥异爱情观念的现状。正如导演沙

漠所说，“男孩和女孩对爱情不一样

的理解，是老天爷给我们留下来的，

人类自古以来的命题，是一个很矛盾

的事情。”

（影子）

《我要我们在一起》发人物海报

本报讯 将于5月14日全国上映的

电影《感动她 77 次》由邱礼涛执导，李

敏编剧，蔡卓妍、马里奥·毛瑞尔、周柏

豪、惠英红、卫诗雅、郑希怡等主演。影

片中惠英红和蔡卓妍再度联手饰演母

女，影后级演技默契配合，“高能”哭戏

泪洒现场，展现亲情最感人的模样。《感

动她 77 次》累计想看人数居同档期首

位，细致入微刻画亲情、爱情、友情，直

戳人心展现人间百态，堪称“高还原度

真实爱情电影”。

（花花）

本报讯 日前，作家双雪涛在参

加《平原上的摩西》北京沙龙时，透

露了关于电影的最新进展。

双雪涛表示，电影大概率今年

内可以和观众见面，这也与新版海

报中“放一把火，等一个人，约定

2021”的信息寓意相符。他称自己

已经看过粗剪的版本，是非常喜欢

的，并直言小说是复杂的，电影要

用简单的方式保留小说里复杂的内

容，这部电影还是保留了很多的。

除原著作者的身份外，双雪涛

还受邀担任该片的艺术总监，助力

电影还原故事的大时代背景，在影

片中展现出原汁原味的东北风貌。

电影《平原上的摩西》改编自

双雪涛所著同名犯罪小说，由刁

亦男监制，张骥导演，周冬雨、刘

昊然领衔主演，讲述了由一起出

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的一段东北

工业区陈年往事。影片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在吉林开机拍摄，同年 6
月杀青。

（花花）

双雪涛谈《平原上的摩西》：简化小说，年内上映

《感动她77次》哭戏“预警”

本报讯 由陈正道执导，殳俏编

剧，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许玮

甯、荣梓杉领衔主演的极致悬疑大

片《秘密访客》近日发布“汪家晚餐”

正片片段，一家五口同桌飙戏，全员

上演爆发式演技。

汪家的餐桌上每一道精致的美

食都暗含着家里的秘密，每一句看

似平常无异的台词都似有弦外之

音。目光深邃的汪先生站在访客的

床前，他运筹帷幄着整个秘密之家，

甚至为于困樵量身打造了一个牢

笼。困樵被困进汪家的时间是 3 年

还是 4 年？对此困樵真的毫不知情

吗？从他凌厉又带着一丝试探的双

眼中可以窥见，在他心里，汪先生也

是被利用的对象。从未在家庭中得

到关爱的汪楚瞳是最想拆散这个家

的人，但对她来说，那个被囚禁在家

里的困樵反而是最懂自己的人。汪

太太发现了汪先生藏在相机里的秘

密，这个家对她来说和桌上冷掉的

鹰鲳一样腥。情绪崩溃的她高举起

相框试图毁掉汪先生的一切。而汪

家的儿子汪楚祺从一开始就是一颗

被利用的棋子，从他来到汪家开始

他就是一个替代品。

由此曝光的片段中不难发现，

电影暗含与埋藏了大量见微知著的

角色细节信息，五大角色表面看上

去波澜不惊，但从眼神与肢体语言

上无不显示出针锋相对和意有所

指。与此同时，全新剧照更是自带

隐藏线索卡，展露这个看似完美甜

蜜的家庭背后真正的秘密。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电影《有一点动

心》发布了首支预告，一点点揭开了

周启文（言承旭 饰演）与陈然（任素

汐 饰演）这对欢喜冤家间的爱情故

事。电影从 5 月 9 日开始陆续在天

津、长春、哈尔滨、武汉、广州五个城

市路演，此次路演范围涵盖校园、商

场、广播电台，期待这一次全城“动

心”告白季。

天津站的路演现场气氛火热，影

片片段获得观众众多好评。活动现

场，张信哲和言承旭主动用天津话与

观众们打招呼，引发观众热烈回应。

在互动环节，主演言承旭与现场观众

“动心”互说土味情话，现场更有 25
年粉龄的粉丝当众对言承旭表白心

意，言承旭用摸头杀回应粉丝的爱，

路演现场充斥着甜甜的恋爱气息。

电影《有一点动心》由陈嘉上执

导，张信哲担任艺术总监，言承旭、任

素汐主演，柳岩、戚薇、连凯、汤加文、

曹扬、夏沫侨、那威、李勤勤联袂出

演，将于 5月 20日正式上映。

（花花）

《有一点动心》发“初见动心”版预告

电影《秘密访客》发布正片片段

本报讯 以青年返乡创业和关爱

留守儿童为主题，以竹山县天英留守

儿童托管中心创始人王太祥为原型，

以天英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的真实故事

为背景创作的影片《让花儿绽放》，在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天英留守儿童托

管中心举行开机仪式。

影片根据竹山天英留守儿童托管

中心真实故事改编，它是竹山县推动

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关心关爱留守儿

童、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真实缩影。

（影子）

《让花儿绽放》开机聚焦青年返乡

本报讯 5月7日，由尼克·罗兰导

演，巴里·基奥恩、柯斯莫·贾维斯、尼

芙·阿尔格等主演的电影《倚马而息》

（ Calm with Horses）上线欢喜首映。

影片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科林·巴雷特

所著同名短篇小说，以冷峻的风格讲

述了一个深陷暴力世界无法自拔的爱

尔兰男人的悲剧人生。

影片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乡村，其

环境中的苍凉、冷静的色调为影片染

上了浓重的爱尔兰风格。孤独寂寥

的气息扑面而来与人物情绪变化相

得益彰，将角色在犯罪与亲情两级间

的纠结与撕扯呈现在观众面前。正

如英国著名电影月刊《帝国》杂志曾

描述的：“罗兰的电影用跳跃镜头和

极富压迫性的音效设计，让观众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角色被推至生活边缘

的绝望感，在电影的大多数场景中，

观众的情绪就像低压在上空的运动，

在不祥的电子乐谱的推动下，生动地

呈现出一种凄凉感。”

本片提名了第 74 届英国电影学

院奖最佳英国影片、第23届英国独立

电影奖最佳英国独立电影等多项英国

重量级电影奖项，烂番茄新鲜度高达

94%，其不俗的影像品质更收获观众

“原生态的粗粝和质感”“悠远流长”等

好评。

（杜思梦）

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倚马而息》上线

媒体推介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