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我和我的父

辈》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及

导演预告，继 2019年《我

和我的祖国》、2020 年

《我和我的家乡》后，“国

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

我的父辈》正式定档，将

于今年 10 月 1 日上映。

“祖国”以时间为序，“家

乡”以空间为轴，此次“父

辈”则以世代为章，聚焦

于不同时代下的普通家

庭，以亲情为切口，讲述

了父母对子女的爱与启

蒙，以及几代人之间民族

精神的传承。电影也首

度曝光导演阵容，首次呈

现了吴京、章子怡、徐峥、

沈腾四位导演卸下演员

光环、拿起导筒在监视器

前的专注与认真，他们的

工作状态也是中国电影

人不懈拼搏、热情协作的

缩影。本次他们都将以

导演、主演的双重身份参

与到电影中，在今年国庆

档与观众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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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艺术家李前宽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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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父辈》定档国庆
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共讲精神传承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

了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

大成就，庄严宣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胜利实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

实、未来，贯通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这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

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全国各族

人民万众一心，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昂首迈进吹响了号角、指明了

方向。

在党的领导下，用影视的方式、

用艺术的力量，把握时代脉搏、讲好

中国故事，启发人民、鼓舞人民、振奋

人民、团结人民，一直是新中国电影

乃至新中国文艺的光荣传统。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亲切关怀

下，中国电影事业更是迎来了跨越式

发展，整个产业凝心聚力、击楫中流，

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

受益于新时代文化文艺政策和市场

经济发展，民营影企正成为电影内容

生产的“生力军”，理应以更大的热

情、更主动的姿态，投身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浪潮中，为中国电影

事业发展的新征程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作为一家“科技+文化”公司，腾

讯始终坚守“用户为本，科技向善”的

愿景和使命，始终坚持与时代同频共

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今年上半

年，我们又进一步将“推动可持续社

会价值创新”纳入公司核心战略，希

望将社会责任融入到每个员工日常

工作的点点滴滴中。在腾讯集团的

大力支持下，作为一家年轻的互联网

民营影企，腾讯影业从成立开始，就

十分重视影视作品对时代精神风貌

的承载作用，以作品观照现实，弘扬

时代正能量。迄今为止，专注这类作

品打造的“时代旋律”系列，已推出或

即将推出超过 30 部作品，位列腾讯

影业六大文化产品系列之首。

要永远把伟大的建党精神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

话中，首次精辟地概括了伟大的建党

精神，他深刻指出：“一百年前，中国

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

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作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重点影

片”，由中宣部电影局、上海市委宣传

部指导拍摄，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

次元影业、中影股份、华夏电影、中央

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出品的电影

《1921》在今年7月1日正式上映。这

部影片，在大的历史背景中，真实再

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被党史专家评价为“如教

科书般展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全过程”，成为展现、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也获得

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等中央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

报道支持，在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

众中引发了观影热潮。目前，电影

《1921》的票房已突破5亿元，许多年

轻观众表示，看完影片就像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史课”，对党的创建历史有

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更加深刻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起到了很

好的传播效果。

通过电影《1921》的拍摄，我们

创制团队也更加真切且深刻地理解

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更加

坚定了要永远把伟大的建党精神传

承下去、发扬光大的决心和信心。

在创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和黄

建新导演，以及全体剧组同仁，始终

都怀着深深的敬畏心：编剧团队数

易其稿，反复打磨人物性格、挖掘历

史细节，力求让这段历史能在银幕

上绽放新意；黄建新导演在现场更

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地把控每一个

拍摄细节，让人为之动容；几乎所有

演员，无论戏份多少，都在开拍前认

真阅读了大量人物史料，一遍遍揣摩

人物心理、调整表演状态，希望做到

“神形兼备”。

从上海到延安，从长沙到武汉，

从浙江到重庆，从西柏坡到北京，电

影《1921》主创团队，还跟随党的足

迹，跨越了大半个中国路演。一堂堂

生动的党课，一个个红色地标的接续

与传承，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党的奋斗

不息的精神对于当下的映照，也呈递

出一把解码中国的钥匙，那就是在纷

繁复杂的近现代时局中，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们也

先后走进了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

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

延安大学等各大高校以及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与青年学子们近距

离交流，共同感悟伟大的建党精神。

未来无论走多远，这都将是我们最重

要的起点，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方向，

也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精神宝藏。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电影

《1921》放映的纵深化。今年7月，电

影已经在香港、澳门正式上映。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

席香港首映礼时特别谈到，希望入场

观赏《1921》的香港观众，特别是香港

青年人，都能从100 年前这群热爱国

家的青年人身上，汲取奋勇向前、民

族自尊自强的精神力量。此外，影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配套影院

已开启“红色放映”，并将与中共一大

纪念馆合作长期放映。同时我们也

将持续推动在海外地区的发行与放

映，让更多观众能通过这部影片学习

党史、领会党史，不断增强开拓前进

的智慧和勇气。

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我们的作品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

“人民”，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的又一核心关键

词。七千余字的讲话全文，“人民”被

提到了86次，在演讲结束时，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饱含深情地用“伟大、光

荣、英雄”三个词热情赞颂中国人民，

足以凸显“人民”二字在总书记心目

中的分量与地位。

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

式，中国电影要繁荣发展，必须永远

跟人民站在一起。也只有真正扎根

人民，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我们的

作品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因此，一

直以来，腾讯影业及阅文集团，都将

现实题材作为发力的重点，希望能够

塑造出更多真实、生动、感人的英雄

形象，打造更多“丰富生活、温暖人

心、感动人性”的时代作品，用光影映

照伟大时代，助力实现主流价值与主

流市场的同频共振。

在电影《1921》的基础上，目前，

我们正在精心打磨《人世间》和《心

居》两部剧集。这三部作品将共同组

成腾讯影业及阅文集团的“时代旋律

三部曲”。其中，《人世间》改编自梁

晓声先生的同名巨作。这部作品描

绘了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

生，全面展示了过去50年来中国所经

历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歌颂了中国人

民拼搏向上、艰苦奋斗的伟大历程，

以及勤劳正直、自尊自强的美好内

心，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

史”。改编自滕肖澜同名小说的民生

大剧《心居》，则是以当下上海为背

景，展现普通上海市民的生存哲学，

以及对美好生活渴求和个人成长的

期盼。

网络文学已经成为谱写新时代

中国精神和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

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

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发挥互

联网企业的优势，腾讯影业及阅文集

团一直也在全面探索文学、动漫、游

戏、商品化等 IP生态业务，希望能创

作出更多优秀的、让人民满意的文艺

精品，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懈努力。

尤其在网络文学领域，我们一直

在不断降低创作门槛，让更多有创作

才华和创作意愿的普通人，也能有机

会“我手写我心”，在生活中发现美、

记录美、创造美。以阅文平台为例，

目前，我们汇集了 940 万名作家、

1450 万部作品。这些作品，在满足

全民旺盛的阅读需求同时，也成为影

视改编重要的源头活水，助推着中国

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的网

络文学已经成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精

神和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前不久，

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支持下，阅文集

团举办了第五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征文大赛，吸引了近两万人参赛，涌

现出众多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奋斗精

神的优秀作品，用中国好故事献礼建

党百年，引发强烈反响。

不久前，阅文集团作家齐橙的现

实题材作品《大国重工》更是获得第

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物

奖”。未来，我们将持续建设作家生

态，完善作家福利体系，优化创作环

节，激励作家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推

出更多有深度，更高品质，以及更与

当下现实生活结合的精品力作。

加强体系化能力建设，

全力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

斗志昂扬，充满信心。正如在今年全

国电影工作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

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谈到的，

“中国电影仍处在黄金发展期，电影

强国建设征程已经开启，前景光明、

未来可期、大有可为。”对广大影企来

说，这其实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打铁

还需自身硬”，我们必须要更加自觉、

更加主动，进一步加强精品内容生产

的体系化能力建设，全力以赴推动中

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才能不负时

代，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去年 10 月以来，腾讯影业和新

丽传媒、阅文影视，共同组建了“三驾

马车”，形成了一个紧密协同、优势互

补的战队。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指导

和支持下，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利用互

联网优势，打通从内容源头到内容生

产的上下游链条，推动业务深度耦

合，并以此为依托，广泛联动行业伙

伴，持续探索产业融合、产业模式创

新，切实助力创意源头的生态化和制

作过程的工业化，打造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内容产业链，为中国电影产

业的变革升级，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让好故事生

生不息，做伟大时代的文艺号手。

惊悉李前宽导演不幸逝世，心情悲痛不已！脑海不断闪回他执导过的电

影作品。人都会作古，但作品终将会传世！填词一首，缅怀李前宽导演。

《佩剑》1出春城，《金戈铁马》2远。

国恨家仇《事变》3，惊世作《谈判》4。

光影书写历史，英雄银幕再现，《开国》5可称冠！

举目望《星海》6，世纪梦共圆7。

善书画，能吟诗，歌喉展。

创作苦乐，“何事难过火焰山！”

终身拼博奋斗，赢得佳片连连，精品留世间。

感君平生事，影坛识大鸾！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作于2021年8月12日深夜）

“国庆三部曲”今年看“父辈”

“国庆三部曲”的前两部《我和我

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在 2019
年、2020 年的票房成绩亮眼，最终分

别斩获 31.7 亿、28.3 亿票房，连续两

年成为国庆档的最大赢家。影片卖

座之余不失温情感动，获得观众好评

无数。有观众表示，“国庆三部曲”

前两部让人感受到国人对祖国、对家

乡的热爱和依恋，这个系列已经成为

自己国庆档观影的首选。2019 年看

“祖国”，2020 年看“家乡”，2021 年

《我和我的父辈》将延续“三部曲”的

品牌口碑继续与大家见面。

《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序，用

7个历史瞬间映射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发展历程，展现普通人与国家休

戚与共、同心同力的联系。以全新的

视角、不同的方式，为年轻人搭起了

解祖国历史进程的纽带，牵引出每一

个中国人与国家血脉相连的情感羁

绊。《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为轴，讲

述祖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区的家乡

故事，勾连全民家乡情怀，让每个人

对家乡与祖国的骄傲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此次《我和我的父辈》则聚焦

于每一个“小家”生命延续和精神传

承的故事，通过四个不同的时代，追

忆时代下的集体回忆，诠释平凡而伟

大的父母亲情，以及父母与子女间最

深切的情感羁绊。

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自导自演

导演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本

次齐聚率先亮相。导演预告揭开了他

们拍摄的四个不同年代的故事，也记

录了四位导演在幕后全神贯注的创作

状态。

吴京执导的故事发生在战争年

代，涉及大量马戏，技术难度大、风险

指数高。预告中汗流浃背的吴京高

度专注，有任何突发情况，他都第一

时间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无一不

让人感受到他作为导演的专业度与

责任感。章子怡则素颜亮相饰演一

位母亲，同时也面对“导演”这个新身

份带来的挑战。作为唯一的女导演，

她展现了女性电影人的力量，并表示

这次创作有熟悉也有相对陌生的地

方：“我们是在用真挚浓郁的情感，来

表达对父辈们无私奉献的敬意。”从

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到如今首次执导作品《我和我的父

辈》，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注定了章子

怡与这部电影的缘分。在“国庆三部

曲”前两部作品中，徐峥导演执导的

《夺冠》和《最后一课》让观众印象深

刻。作为从未缺席的“三朝元老”，谈

起三度参与，徐峥说：“这个系列都是

希望输出一种情怀。”他此番把视角

放在了改革开放这个创新的年代。

拥有新身份的导演沈腾，一方面展现

了他作为演员特有的“腾式幽默”，同

时也首次表现了作为导演严肃认真

的一面。创作虽有困难，“开心麻花”

兄弟们的鼎力相助，也为他不断加

码。他希望这次能通过更多自我想

法的实现，给观众带来新的欢笑和惊

喜。四位导演首度联合创作，将怎样

表现不同时代的亲情故事，引发广泛

期待。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发行，将

于2021年10月1日全国上映。（木夕）

1《佩剑将军》，与肖桂云联合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1982年上映

2《金戈铁马》，与肖桂云联合执导，1995年上映

3《七七事变》，与肖桂云联合执导，1995年上映

4《重庆谈判》，与肖桂云等联合执导，1993年上映

5《开国大典》，与肖桂云联合执导，1989年上映

6《星海》，与肖桂云联合执导，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献礼影片

7《世纪之梦》，与肖桂云联合执导，2010年上映

本报讯 著名电影艺术家、

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前

宽，8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80
岁。李前宽，电影导演，山东蓬

莱人。1941年生于大连。1964
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入

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美工、导

演。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

席、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

2005 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

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81 年起曾执导《佩剑将

军》、《开国大典》、《重庆谈

判》、《决战之后》、《七七事变》

等。其中，《开国大典》获广电

部优秀影片奖，第 10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

导演奖，第 13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最佳故事片奖。《重庆谈判》

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第 17届

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决战

之后》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七七事变》获华表奖优秀影

片奖、第 19届百花奖最佳故事

片奖。

（李佳蕾）

水调歌头——怀念李导
明振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