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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刘伟强执导，刘伟强、李

锦文共同监制的抗疫题材电影《中国医

生》将于7月9日在全国上映。近日，片

方发布主题曲《我们不怕》的 MV。这

首由毛阿敏和郑云龙深情演绎的歌曲，

唱出了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疫情无畏

逆行的勇气，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在那场

抗疫斗争中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团结

无畏精神。

《中国医生》电影主题曲《我们不

怕》是音乐人高进在疫情期间词曲创

作并演唱的，如今作为《中国医生》的

主题曲，特别邀请了毛阿敏、郑云龙首

度合作重新演绎，为这首歌赋予了全

新的信念与动力。“在心里手牵手，我

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

起明天每一个等候……”天使童声合

唱团稚嫩灵动的童声倏然攻破心防，

将记忆瞬间拉回到那一年，我们的医

务工作者们一起经历奋战过的无数个

日夜；而毛阿敏与郑云龙大气沉稳又

充满力量的声线，更让我们想起了举

国抗疫的那段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每个中国人都未曾放弃，心手相

连，守望相助，用汗水和泪水、勇气和

大爱，铸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墙，

共同守护着自己的国与家。

随着动人的旋律，一些全新的画面

也在 MV 中首次曝光：医院动员大会

上，医务人员纷纷举手报名奔赴一线，

真实还原了疫情期间医务人员请战出

征的无畏奉献；建造火神山医院、雷神

山医院、方舱医院的新闻画面则令人再

次感受到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歌曲中

的合唱段落人声重叠交织，也不由得令

人想起疫情肆虐时，人们在居家阳台上

高喊“加油”彼此打气，守望相助的景

象；街道从空无一人到车水马龙，中国

人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用“不怕”取得

了人类抗击传染病历史上的重大胜利！

《中国医生》定档以来，无数观众表

达了对影片的深切期待：“惊心动魄的

抗疫之战，争分夺秒的生命壮歌，不凡

之年，中国医生，执甲逆行。”“那些难捱

的日子，感谢冲锋在一线的广大医护人

员，你们辛苦了。”“中国医生，中国力

量，中国奇迹！”“致敬中国医生，再现职

业初心！”

电影《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同时兼顾

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

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

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各方舱医院等

兄弟单位，以武汉医务人员、全国各省

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全景式记录

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

（杜思梦）

本报讯 在大批毕业生告别大学时

代之际，纪录电影《大学》发布“大学”系

列“街采4.0视频”，听大四毕业生们讲述

离开大学的99种方式。此前，“大学”系

列街采分别以“你心目中的大学”、“毕业

后的我”、“致我的大学时光”为主题发布

系列视频，带来对青春最好的告白。

“大学”系列街采 4.0视频中，清华

大学大四毕业生们惊喜出镜，不仅大

方分享毕业后的规划、大学里最大的

收获、送给学弟学妹的寄语，同时还谈

到了自己理解和认知中的“大学精

神”：“求真求实，探索自己所感兴趣的

一些事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培养健全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

电影《大学》通过钱易、蔡峥、宋云

天、严韫洲四位清华人的言行举止和人

生选择，展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清华精神，但又不仅限于清华精神，

而是旨在通过对清华精神的体现来探

寻更加全面的现代大学精神。

该片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

作室、大礼糖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制

作，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

行，北京源真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发行。

影片将于7月9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

电影集团、北京启泰文化出品的宠物

题材奇幻电影《再见汪先森》，定档7月

9日全国上映。

该片由王大治编剧导演，萧子墨、

张国强、吕晓霖、柴碧云领衔主演，高

峰、冯秦川主演，王迅、杨新鸣、李诚儒

等特别出演，讲述了“汪星人”与“铲屎

官”之间互相陪伴与守护的奇幻感人

故事。

作为导演王大治的银幕处女作，

故事主要讲述了腊肠犬江米条去世

后，由于特别思念女主人方一一，于是

重返人间，化身为外卖小哥，帮助方一

一排忧解难，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剧情

温暖催人泪下。影片意在通过奇妙的

身份反差设定，来诠释家庭之间、情侣

之间爱与陪伴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

于生活意义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全程在西安

拍摄，多维度呈现了当下西安独特的

人文环境和现代都市风采。电影《再

见汪先森》曾入围第 36 届华沙国际电

影节“自由精神”竞赛单元，成为 15 部

入围影片中唯一的华语电影。

（静默）

本报讯 近日，由上海本来影业、

樊登读书、优扬传媒、凯叔讲故事、三

五锄等联合出品，根据本土原创绘本

改编的动画电影《向着明亮那方》发

布定档海报，宣布将于 8 月 7 日全国

上映。

《向着明亮那方》是根据数部本土

原创绘本，分别采用水墨、手绘、剪纸

定格、水彩等不同艺术表现手段改编

而成的合辑动画电影。这些作品无一

例外地讲述与当代中国现实密切相关

的家庭与情感故事。亲子关系、兄弟

手足、睦邻之情、隔代陪伴、故土情深、

异地成长等，是对关系孩子成长、生命

体验的质朴刻画和深情演绎。

影片邀请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厂长常光希担任艺术顾问，美影厂

原副厂长朱毓平担任制作顾问；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彭懿、简平担

任文学顾问。作品同时受到蔡皋、熊

亮、周翔、阿甲、王志庚等绘本界专家

联袂倡导推荐。 （李佳蕾）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日照市五莲

县推出“建党百年·文旅惠民”集知识卡

观影学党史活动。集知识卡观影学党

史活动启动仪式在五莲洪凝街道许家

庄举行。活动以“红心永向党 光影映

初心”为主题，自 5月开始至 10月中旬

结束，将在放映公益电影的同时，向五

莲全县300个村发放知识卡20万张。

为了让活动顺利开展，谊群文化传

媒公司颇花了一番心思。在制作上，知

识卡共分5期，展现的党史内容由当地

党史办专家梳理，县文旅局与县委活动

领导小组审查，涵盖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以来党史知识、重要会议精神

和关键节点事件。在发放时，充分考虑

村庄大小、常驻人口多寡，合理确定每

个村庄的发放量；同时，要求每名放映

员细心向观众解释知识卡的内容和用

途用法，保证每名观众知晓并了解；在

放映现场，主动邀请农村党员、中小学

生等代表性观众，带领群众共同学习知

识卡上的党史内容，把每个放映现场打

造为小型的党史学习课堂。同时，活动

专门拿出部分资金，对观众进行奖励。

谊群文化传媒公司经理秦绪合介

绍，活动预计将覆盖全县 50 余万人

次。推出此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将党

史知识传播和公益电影放映有机结合

到一起，以接地气的做法吸引广大观众

积极参与，在全国上下共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刻，以创新形式

将党史内容送到群众家门口。

据悉，党史知识卡是五莲依托公益

电影引导党史学习普及党史知识的一

项内容。根据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统一安排，公司结合党史知识卡内

容，精选了不同主题的公益电影节目，

分期推出。

（猫叔）

本报讯 日前，电影《1921》千人

观影活动在郑州奥斯卡大上海、曼

哈顿、汇金、硅谷、西元、航海路丹尼

斯影城同时开启。这标志着奥斯卡

电影院线“百年风华 影照初心——

2021 我的电影党课活动”正式拉开

序幕。

7 月起至年底，“2021 我的电影

党课”活动将在全国 100 家奥斯卡影

城全面铺开，以示范课、订制化包

场、普通课三种形式，进一步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营造出同庆百年华诞、共铸

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届时，奥斯

卡电影院线自主电商平台“奥电影

APP”也将针对一大批新老红色影片

推出优惠购票活动，吸引更多观众

走进影院，在生动感人的故事中接

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奥斯卡电影院线供稿）

《中国医生》
毛阿敏郑云龙唱响“抗疫精神”

◎ 新片

《革命者》

聚焦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的革命历程，创新多视角展

现1912至1927年间李大钊上下求索

带来革命火种，感召毛泽东等仁人志

士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历程。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徐展雄

编剧：张子五

主演：张颂文/李易峰/佟丽娅/彭
昱畅

出品方：光线影业/七印象影视/
河北电影制片厂/华夏

发行方：光线影业

《1921》

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

风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

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

故事。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黄建新/郑大圣

编剧：余曦/赵宁宇

主演：黄轩/倪妮/王仁君/刘昊然

出品方：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
次元影业/中影集团/华夏/中央党校

大有影视

发行方：腾讯影业/猫眼微影/中
影集团/三次元影业

《悬崖》

一座海滨小城，几家欢喜几家

愁，一位开着观光旅游车的单亲爸爸

余光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相信了

一位投资人，然而把车抵给投资人后

却发现被骗；开修车行的兄弟准备关

店大吉，突然天降大单，交货时，老板

的一脚油门却让一切烟消云散；一对

多年无子的夫妇简如月、方达巧遇大

师，妻子以为多年夙愿终将成，然而

命运似乎又和他们开了玩笑。

上映日期：7月2日

类型：剧情

导演：韩志

编剧：刘娟娟/李娜

主演：王迅/李易祥/张磊/王佳佳

出品方：开画影业

发行方：开画影业

《狼行者》（爱尔兰/卢森堡）

讲述了11岁女孩罗芬的神奇经

历。罗芬作为一个年轻的学徒猎人，

她和父亲一起来到爱尔兰，准备消灭

最后一批在那里的狼，但是改变她的

事情来了，她发现了狼行者，此后一

连串的古怪故事就发生了。

上映日期：7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汤姆·摩尔/罗斯·斯图尔特

编剧：威尔·柯林斯/汤姆·摩尔/
罗斯·斯图尔特

配音：霍纳·妮芙茜/伊娃·惠塔

克/肖恩·宾

出品方：爱尔兰卡通沙龙/卢森

堡梅鲁西制作公司

发行方：中影

纪录电影《大学》发布“大学”系列“街采”合辑

宠物奇幻电影《再见汪先森》7月9日全国上映

《向着明亮那方》定档8月7日
取材绘本“诚”现中国人的爱与美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推出集知识卡观影学党史活动

奥斯卡电影院线“2021我的电影党课”启动

本报讯 6月 29日，以“一带一路”

为主题的电影《长安·长安》在京举行

剧本研讨会。李准、仲呈祥、袁新文、

尹鸿、秦振贵、饶曙光、宋智勤、董涛、

黄丹、吴冠平、唐科、李春利、谭政、张

朝阳、张阿利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研讨，影片出品方代表、编剧、导演到

场交流。

专家认为，影片通过一个电影故

事，将文化和旅游融入其中，使得中华

文化标识深入人心，有利于拓展中国

文化的国际传播方式，塑造我国的外

宣形象。希望影片在精神高度、文化

内涵、艺术价值上继续探索，争取拍出

精品影片。

研讨会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中国电

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

非主持。

迎接“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

西安港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

电影《长安·长安》讲述了哈萨克斯坦

女孩拉雅娜与中国男孩艾中华起始于

中欧班列“长安号”上的爱情之旅。

影片出品方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国际在线董事长、出品人藏具林介

绍，《长安·长安》是一部以“一带一路”

为主题的电影，电影里，古代与现代的

丝绸之路将在西安交汇。通过影片的

拍摄，将向国内外电影观众展现“一带

一路”倡议为我国和亚欧国家带来的

发展变化，展示丝路起点西安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同时拓展中国文化的

国际传播方式。

资料显示，影片还将邀请中国、俄

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电影制

作人参与监制制作。而影片出品方之

一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国际在线

的受众遍布全球五大洲 180多个国家

和地区。

专家赞新时代背景下拍“丝路”

研讨会上，在场专家学者对《长

安·长安》的创作意义给予肯定评价。

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表示，在新时代背

景下拍摄这部影片，具有现实意义。

他赞赏影片通过一个电影故事，将文

化与旅游融入其中使我国的文化标识

深入人心，评价电影故事“独特并具有

艺术追求”。不过对于剧本，仲呈祥建

议剧作团队继续下功夫打磨，争取做

出一部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

价值的精品佳作。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建

议影片的剧作团队创作时注意文化的

间距，既要考虑中国观众的想法，也要

兼顾哈萨克斯坦观众的观影需求，从

而在最大程度上，唤起中外观众内心

的共情。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教授尹鸿认为，影片在 20年的时间

跨度里，运用的故事套故事的讲述方

式较为独特。他建议，影片剧作潜心

在故事的合理性、人物性格、人物心理

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明晰和突出主题。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为

影片选取“一带一路”作为创作方向的

创意“点赞”。他提议，电影剧本在台

词对白上需进一步雕琢。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

称赞《长安·长安》的剧本“充满悬念又

有想象力”，但故事与“中欧班列”等丝

路元素的关联度需进一步提升。

据悉，电影《长安·长安》有望于今

年年内开机。

（杜思梦）

“一带一路”题材电影《长安·长安》剧本在京研讨

专家：在新时代背景下拍“丝绸之路”，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