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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结合当前在全党开展的党

史学习教育，江西省委宣传部决定

在全省开展以“学党史、感党恩、跟

党走”为主题的公益电影红色经典

进万村放映活动。活动由中共江西

省委宣传部（江西省电影局）、中国

电影集团公司主办，中共南昌市委宣

传部、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

局、南昌县人民政府、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放映有限公司、江西欣荣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承办。

活动于 5月 8日下午在南昌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正式启动，江西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丁

立，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建军，南昌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龙和南等有关领导参加并

致辞。启动仪式后，江西省将组织

1400 余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深入全

省所有行政村、部分社区、农村中小

学校、厂矿、敬老院等广泛开展红色

经典电影公益放映，为群众送去丰

富的“电影文化大餐”。

从 5 月份起，江西省委宣传部

（江西省电影局）将陆续举办“我为

群众办实事 优秀影片进基层”、“红

色经典进校园”电影公益放映、优秀

影片城市院线展映等系列活动，为

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浓厚的节庆

氛围。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供稿）

本报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

化传播工作和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并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将“文化自信”

提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

战略高度。作为文化传播和国际沟通

的重要且独特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

产业无疑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2020年，在政府成功控制疫情的

背景下，中国电影行业于全球率先复

工复产，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2021 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也是共筑电影强国梦的重

要一年。

作为产业终端的重要影院品牌之

一，卢米埃集团在全力贯彻防疫措施，

有效拉动观影消费的同时，也积极肩

负起社会使命，充分发挥影院端的优

势，按照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

展播活动的通知》精神，在全国卢米埃

影城加大展映影片宣传力度、提升放

映和服务质量，助力优秀影片走到更

广泛的观影人群之中。

与此同时，全国卢米埃影城还积

极承办各地党政机关的党员观影活

动，并深入企业、校园、社区等组织相

关包场及活动，在光影中铭记党的光

辉历史，推动红色基因深入群众、深

入人心。自今年 4 月开始展映以来，

全国卢米埃影城为包括《血战湘江》、

《金刚川》、《百团大战》在内的影片提

供了 40 余场包场观影，覆盖 3500 多

观影人次。一直以来，卢米埃影城也

积极开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党史军

史题材、英模题材等影片的包场观

影。自 2019 年至今，全国卢米埃影

城共计为 40 余部相关影片提供了

4500多个包场观影场次，覆盖人次逾

27万。 （影子）

变态杀人狂、激情赛车手、记忆破

碎的老人……能够撑起多面角色的

“老戏骨”，当属拥有着教科书级演技

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儿时患有阅读

障碍症的他，却在83岁高龄再次夺得

最佳男主角大奖。他曾凭借在《沉默

的羔羊》中饰吃人狂魔汉尼拔的精湛

演绎首次拿到个人大奖，也成为在影

片中出现时间最短的“影帝”；这次，他

又凭借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中，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父亲

的完美诠释，创下了年龄最大的最佳

男主角纪录。很多人评价，看过安东

尼·霍普金斯的电影，才知道什么叫做

“演技炸裂”，他那双深邃的双眸就像

是在诉说着不可言语的故事。从影几

十载的安东尼·霍普金斯，无疑是公认

的影坛瑰宝。他曾在《勇者无惧》中一

口气背出 7 页纸的台词，使斯皮尔伯

格对他肃然起敬。无论是《西部世界》

里笑里藏刀的福特博士，还是最令人

深刻的高智商变态杀手汉尼拔，只用

眼神就能让人背后发凉，安东尼创造

出载入影史的成绩数不胜数。

由安东尼·霍普金斯担任主演的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众多权威奖项

中获得了不菲的成绩。在此次采访

中，安东尼·霍普金斯也坦言：他对角

色塑造的诀窍是“熟悉台词”。这句简

单的建议，其实另有深意，应从三个层

次来阐释。其一，每当他拿到剧本，就

把剧本当做路线图一样。打个比方

说，他想从拉斯维加斯去到凤凰城，就

按照线路图开车沿着那条路走。无论

是拿到克里斯托弗·汉普顿还是弗洛

里安·泽勒，田纳西·威廉姆斯还是莎

士比亚，拿到这个非常棒的剧本，跟随

着剧情的走向、逻辑，一路沿着编剧的

思路往下走。

其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倾

听”。如果你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他

们说话，就好像你是第一次听到一样，

这样你做出的反应是极其自然的，然

后你再说出自己的台词。安东尼表

示，伟大的舞台剧演员劳雷特·泰勒曾

说过：“表演的艺术就是倾听。”你如果

只是听，会发现这是多么地容易，这也

成为了他塑造角色多样性的必要法宝

之一。

其三，传达台词需要放轻松。这

就是演员的必备功课，因为你必须做

准备，就是学习台词，这样才能放轻

松。当安东尼回看自己《困在时间里

的父亲》的演绎时，他表示已然忘记自

己是怎么做到的。就像很多时候他在

运用某个知识的时候，已然忘却自己

上过这门课或者在哪里学习过，但是

他当下的反应是自然的。因为他已经

一丝不苟地学习了一遍又一遍的台

词，把这个角色的台词变成了他的“第

二天性”。你不必去想下一句台词是

什么，当你去倾听对方的台词时，你的

大脑自然而然的就会作出相应的反

射，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即兴发挥。

安东尼·霍普金斯表示，他热爱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和他同名的安

东尼，他眼中困惑、错乱、孤独的世界，

也是基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回

看自己的人生，他感觉这一切似乎有

点像幻觉，好似是别人写好的剧本，因

为他不知道他的生活如何展开的，它

却以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超出了他

的认知。安东尼出生于二战之前，战

后出现黑暗的萧条，他们挺了过来；幼

时的他因为阅读障碍被嘲笑欺凌，他

找到了另一个出口：戏剧；从舞台剧到

电影的小角色，他直到 55 岁拿到“影

帝”一举成名。他经历了艰难、离别、

辉煌与沉静，用一生去演绎了无数角

色。正如他在《世界上最快的印第安

摩托》里演绎的博特·梦若曾说到，老

罗斯福有一句话：“荣誉永远不属于评

论家，他们永远等着别人犯错，然后指

出如何改进。荣誉只属于真正上场的

人。”

在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眼中，影

片中的安东尼更像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强硬、好斗、爱争论。安东尼回忆

拍摄影片最后一幕的时刻，他看着面

前的椅子上的眼镜，回忆起他曾经拿

起过世父亲的老花镜，他在想，父亲

真的存在过吗？他又真的存在过

吗？他至今也未思考出答案，这对他

而言是一个谜。戏中的安东尼面对

妻子的去世、小女儿的意外、安妮的

离开，而现实中的安东尼回忆起祖父

母的离世、父母的去世。他变得越发

苍老，他像一棵大树，随着时间的流

逝，他的树叶渐渐掉落、枝干渐渐枯

萎。这也成就了影片中安东尼最感

人肺腑的落幕。

生活中的安东尼，一直保持着乐

观积极的生活态度。读书、弹琴、画

画、健身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

动。他表示，我们都必须面对死亡，生

命总是会终结的，谁都不能活着离开

这个世界。所以当阴郁的情绪产生的

时候，他也会感谢生命给予的一切。

这就是他对生活的美好看法，你不妨

现在就享受它。

（作者为华裔电影艺术家）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5 月 8 日，由河北省电影局主办，河北

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永远跟党

走”——河北省优秀国产电影主题展

映活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常

山影剧院主会场和塔元庄分会场共

同启动，拉开了展映活动在全省全面

开展的帷幕。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河北省电影局局长史建伟，

河北影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胜

君等参加活动。

本次展映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的

具体实践，是河北省庆祝建党百年群

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史建伟表示，伴随着百年党史，

中国电影记录着党领导中国革命与

建设、发展与壮大，记录着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一个个重大时刻、重要事件、重点

人物，印记着一串串感人瞬间、动人

故事、铭心岁月，是学习党史的生动

教材，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河北省组织开

展“永远跟党走”——河北省优秀国

产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就是要让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在电影中回顾峥嵘岁

月，重温伟大征程，激发奋进动力，共

续未来华章。

主办方透露，展映活动将紧紧围

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用

经典影片、光影故事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的主旋律，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大力弘扬

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让人们在

光影的温暖感动中凝聚创造新辉煌

的强大力量，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

仰、信念和信心；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把握电影

主题展映的重要意义，把电影展映活

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主动服

务，创新形式，让主题观影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好效

果，切实做到看电影就是学党史，看

电影就是上党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将展映活动与挖掘利用河

北红色文化资源紧密结合。

王胜君介绍，展映活动将依托河

北省党史学习教育五大主题红色文

化线路，重点走进学校、老区、乡村振

兴重点乡镇，同时走进机关、部队、社

区、企业等，进行基层放映和影城放

映。如基层放映将走进唐山市乐亭

县李大钊故乡，衡水市安平县台城

村，邯郸市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

部旧址，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保

定市阜平县骆驼湾、顾家台，张家口

市张北县德胜村，石家庄市正定县塔

元庄，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雄安新

区，张家口 2022 年冬奥会举办地等。

展映活动将持续开展到年底，通过全

省 10 余家农村数字院线的流动放映

队及河北影视集团中联院线旗下 180
余家影院、400余个影厅，放映不少于

800场公益电影。

当天，在启动仪式现场，观众通

过河北梆子《自从来了共产党》和快

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等文艺节目，

共同进行了党史学习。现场观众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悠

扬的旋律、嘹亮的歌声中庆祝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 （杜思梦）

河北省启动
“永远跟党走”国产电影主题展映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江西省公益
电影红色经典进万村放映活动启动

卢米埃集团积极推动建党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

把角色台词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
——专访安东尼·霍普金斯

■文/卢 燕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

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和译

制，盖·里奇执导，杰森·斯坦森主演

的动作新片《人之怒》近日发布男主

角杰森单手“1V6”的精彩片段。影片

主要讲述了一个愤怒的父亲为报丧

子之仇，卧底成为运钞车安保并团灭

劫匪帮的故事，并于 5 月 10 日全国上

映。此前周末点映口碑极佳，观众对

动作戏赞不绝口。

“英式”幽默

点缀高燃剧情大场面

片段中，斯坦森所饰演的运钞

车安保遭到劫匪包围，为救同伴只

好把运钞袋扔到劫匪的卡车上。然

而这种“妥协”只是幌子，下一秒斯

坦森就准确地把运钞袋扔在卡车的

驾驶位门外，诱导劫匪走出卡车，进

而反击。

被围堵的斯坦森气势丝毫没有

减弱，在扔包的那一瞬间立马抢回

主场，单凭一把手枪就把劫匪打得

措手不及，落花流水。除了单手一

挑六战斗力 MAX 外，片中几处细节

让杰森·斯坦森所扮演的角色性格

刻画更加饱满。在诱导劫匪走出驾

驶位时，斯坦森眼睛直盯着劫匪的

一举一动，此时手上动作也没停，拿

起运钞袋的同时右手悄悄掏出了手

枪，准备袭击，可谓是心思缜密，粗

中有细。而反击前提裤腰带的动作

更是展现了主角面对一群劫匪时的

镇定自若，扔包出界后对劫匪的“道

歉”也更像是一种“调戏”，尽显英

式冷幽默。

“盖式”风格

玩转动作类型片

影片除了有“绅士硬汉”杰森·斯

坦森带来的真枪实弹硬核打戏外，还

有被誉为“最会拍男人的导演”盖·里

奇自成一派的风格加成，这一对英伦

黑色电影的“黄金组合”回归使得影

片格外值得期待。盖·里奇因执导

《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名声大

噪，此外其导演的《阿拉丁》、《大侦探

福尔摩斯》等 IP电影也曾引进中国内

地，不过直到这部《人之怒》，才是纯

正“盖氏风格”的电影第一次登陆内

地大银幕。

盖·里奇的电影风格以快速剪

接、多线叙事闻名，这些特点在这部

影片里均有体现，提供给观众新鲜的

动作片观影体验。有看过点映的影

迷对此赞不绝口，“盖·里奇标志性的

多线叙事并不花哨，一气呵成，节奏

把控一流”，甚至还有“你可以永远相

信盖·里奇和杰森·斯坦森”这样的高

度赞扬；观众对影片的剪辑、配乐、打

斗场面也给予较高的评价，“就喜欢

在大银幕上看这样的电影”，周末点

映获得了极佳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