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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片根据“新疆断臂男孩”救援事迹改编

电影《平凡英雄》在乌鲁木齐开机

本报讯 近日，根据“救助救治新

疆和田断臂男孩”的真实事迹改编，由

陈国辉 执导，李冰冰、冯绍峰、林永健

领衔主演的电影《平凡英雄》在新疆乌

鲁木齐举行发布会，宣布影片正式

开机。

当天，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田文，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任彦宾，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

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中国南航新疆分

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王曼、天山电

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以及电影《平凡

英雄》的总制片人李京参加发布会。

主演李冰冰、冯绍峰、林永健也和救援

事件中众多原型人物同台亮相。

《平凡英雄》根据“救助救治新疆

和田断臂男孩”的真实事迹改编，讲

述了一个 7 岁的男孩因为意外断臂，

在黄金八小时内横跨 1400 公里完成

紧急救治的故事。在这场生命接力

中，有疏通道路的交警；有紧急联系

飞机调度的机场管理；有史无前例让

飞机“回头”，二次打开舱门的机组人

员；有自愿让出飞机座位的乘客；有

彻夜未眠随时待命等候手术的医生

……是他们的齐心协力让生命得以

延续，让奇迹得以发生。影片聚焦了

每一位参与救援的平凡英雄，旨在展

现新疆人民的善良与大爱，也是新疆

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生活

的真实写照。

于冬表示，一直以来，博纳影业都

致力打造讴歌时代、记录时代的优质

电影作品，致力于关注和致敬各行各

业的平凡英雄。从《烈火英雄》中的消

防员，到《中国机长》中的机组成员，到

《中国医生》中的医务工作者，再到《平

凡英雄》中的交警、空乘、医生等各行

各业的工作者，“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

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凡人，也是

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守护我们的英

雄。这种勇气、善良和无疆大爱，是中

华民族刻在骨血里的基因，也是我们

的国家屹立不倒的根基。我们会全力

以赴拍出最好的作品，让世界看到真

正的新疆，看到新疆这些平凡又伟大

的英雄们，看到中国民族团结的力

量。博纳影业也会在之后的日子里，

全力为新疆的电影产业增砖添瓦，用

优秀的电影作品来讴歌大美新疆，为

民族团结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田文对影片拍摄给予了厚望，她

表示，这次救援事件体现了“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

求，“希望通过电影这个艺术形式来把

这个故事讲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新

疆的美与善，以及各民族团结、手足相

亲的真实情感。”

电影《平凡英雄》是陈国辉导演继

2019年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烈火

英雄》之后的“英雄”系列第二部，这次

他将关注视角从“和平年代最危险的

职业转到平凡大众。“救助救治新疆和

田断臂男孩”事件经新闻报道后，他就

立即来到新疆，对这次救援行动中的

每一个原型人物做了深入采访，挖掘

出了新闻报道背后那些更加动人的细

节，也激发了作为电影人的创作欲

望。随后，博纳影业又请来了电影《我

的姐姐》编剧游晓颖担任编剧，李冰

冰、冯绍峰、林永健担任主演，在制作

上全面升级，力求给观众带来一部场

面惊心动魄、情节真实还原、情感细腻

动人的作品。

当天，影片的主演们也在发布会

上分享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几位演员

都不约而同地表示，第一次听到这起

救援事件的时候“非常揪心，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李冰冰表示，这件事之所

以能打动那么多的人，一是因为真实，

二来就是事件中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善

良和整个社会表现出的善意与团结，

“没有什么比爱与真实更能震撼心

灵。”冯绍峰坦言，作为一个演员可以

有机会演绎一个真实生活中的“英

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在了解

那起救援事件之后更是被这些“平凡

英雄”们深深打动，“我第一次来新疆

就被这里的故事和这里的人深深地打

动，我会努力演好这部电影，去打动更

多的人。”林永健在现场更唱起了《爱

的奉献》，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个故事的

喜爱，“一定要演好，不辜负每一位平

凡英雄的付出。”

在片中饰演“断臂男孩”的是 6岁

的新疆小演员帕尔曼·帕热哈提，饰演

他哥哥的则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年

轻演员艾尔番·艾则孜。当天“兄弟

俩”牵手出席了发布会。艾尔番·艾则

孜坦言：“我人生的第一部戏拍的就是

跟我家乡有关的故事，非常荣幸，我会

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演好这部电影，

让世界都看到我们新疆的美，看到我

的家乡新疆有这么多可爱可敬的人

们。”

《平凡英雄》由博纳影业、天山电

影制片厂、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9 月 20 日，电影《铁道英

雄》剧组亮相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开幕式红毯，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CEO、本片总制片

人王中磊，导演杨枫，主演张涵予、魏

晨、俞灏明共同亮相。主创们也携一

副巨型火车票道具登上红毯，宣布影

片将于11月19日全国上映。

王中磊表示:“影片正处于精益求

精的后期制作过程，希望不负所有创作

者的辛勤工作，带给观众们一部非常好

看的电影。”曾出演多个英雄角色的张

涵予此次在银幕上再展硬汉本色，他直

言：“我是看着这些英雄的事迹长大的，

现在作为电影工作者，能够重新塑造这

些角色，用电影记录历史，让今天的年

轻人去记住历史，感到非常荣幸。”

《铁道英雄》取材于抗日战争时

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鲁南铁道大

队”抗战英雄的事迹，讲述了在山河沦

陷、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临城枣庄英

勇的“铁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殊死

捍卫家园的故事。影片由华谊兄弟电

影（青岛）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和纳（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中铭盛世（深圳）影业集团有

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出

品。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五百监制，别克

导演，白百何、白客、范丞丞领衔主演

的电影《门锁》发布定档海报和“独居

不安”版预告，宣布将于 11月 19日正

式上映。影片聚焦女性安全这一社

会痛点，将独居女性这一庞大社会群

体所遭遇的危险境况娓娓道来。

定档海报中，白百何眼中的泪

水、脸部和颈部的伤痕格外引人注

目，似乎经历了一场搏斗，给人强烈

的视觉冲击和氛围感；她的表情则透

着紧张和无助，好似在担心着什么，

而从瞳孔的反射和脸上的光线不难

看出，这紧张的情绪源自那扇即将被

打开的门，当门锁被人轻易撬动，当

私人领地被他人涉足，一个独居女性

将如何逃离困境？简单一个画面，已

勾勒出一幅都市女性的危险画像，代

入感十足。

《门锁》讲述了单身白领方卉独

居在家时，常常觉得不安，似乎有一

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窥视她的日常，伴

随着身边种种让人不适的遭遇，恐怖

的真相逐渐逼近……此次物料的首

度曝光，为观众揭开了故事的冰山一

角，另一方面，众多行业大咖的加盟，

则让观众更加期待影片呈现的品质。

（林琳）

本报讯 国产动画电影《老鹰抓小

鸡》于中秋假期开启全国 21城超前看

片专场，童年经典游戏首次登上大银

幕，勾起不少观众的美好回忆，成为了

假期合家欢观影的不二选择。

该片采用动物拟人手法向世界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将平等友爱，亲情反

哺等普世主题巧妙融入到了各个情节

当中，生动有趣又不乏教育意义，许多

家长表示“童年游戏改编很亲切，欢快

又有教育意义，拉近了与孩子的距

离”；也有不少年轻观众认为“影片很

燃很励志，收获许多”，“不管在什么年

纪，都要保持追梦的初心”。

（影子）

本报讯 9月 20日，电影《平原上

的摩西》剧组亮相第十一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开幕式，导演张骥、演员周

冬雨、梅婷、袁弘、陈明昊集体现身

红毯。活动现场，电影《平原上的摩

西》宣布正式更名为《平原上的火

焰》。

影片同步发布了一张“焰火之

约”版海报，周冬雨和刘昊然角色之

间的情感传递张力十足。海报中周

冬雨饰演的李斐神情细腻复杂，刘

昊然饰演的庄树眼神坚毅，温暖火

光下的两人关系十分微妙，呈现出

若即若离的状态。

《平原上的火焰》讲述了刑警庄

树在追查一起出租车杀人案时，意

外发现昔日青梅竹马的好友李斐也

被牵扯其中。8 年前的一段往事被

层层揭开，平安夜的一场烟火之约

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该片将于12月24日上映。

（影子）

《王良军长》

以重庆綦江走出的革命先烈王

良同志的人生经历为蓝本，讲述其从

“投军黄埔”到“参加革命”，再到“屡

建功绩”的成长历程。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顾其铭

编剧：柳建伟/裴指海

主演：战立国/王伟/栾俊威/许铂岑

出品方：重庆电影集团/千里传

媒/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睿宸影视

发行方：聚合影联/如日之升

《天上的孩子》

一对贵州山里的年轻夫妇，得知

四岁的儿子得了绝症后，父亲决定做

出一些事情，让现状得已改变，同时

夫妻俩的想法也发生了转变。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许磊

编剧：许磊

主演：还幻/师清峰

出品方：金德影业/中瑞汇鑫/海
稻到金

发行方：启泰远洋文化

《不死鸟之恋》

秦岸和唐真真，庞国钱和刘彦欢

两对情侣，因无法接受对方的行事方

式双双分手，秦岸与刘彦欢走到一

起，庞国钱与唐真真希望挽回旧情，

在一起追随前任的过程中，相互吸引

成为情侣。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爱情

导演：马小白

主演：张艺骞/邱诗媛/孙迅/王瑞雪

出品方：神岸极观影视

发行方：华夏

《嫌疑人之长夜将尽》

刑警队长张文拥有异于常人的

超强记忆能力，在他遭到前同事不幸

牺牲后，伤心而离职刑警队，然后受

聘担任派出所民警，在他担任派出所

民警期间，富豪熊秉承与《密杀》导演

石迁在家中被杀害，而警方初步判断

的犯罪嫌疑人则是熊秉承之子熊浩

泽。在张文拨开层层迷雾后破获了

这起“模仿杀人案”，但在结案后，张

文发现背后还隐藏着一桩案中案。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刘铁柱/王庭

编剧：章宇航

主演：王迅/屠桀/匡牧野/倪大红

出品方：寒武纪影视/人外人影视

发行方：万合影业/万河影业

《秋末》

偏僻小山村赵有田与几位孤寡

老人相依为命，邻居突然去世引起大

家对子女们的思念。儿子打来电话

周末要看望赵有田，因得知孙子最爱

吃羊肉串，故事围绕赵有田制作羊肉

串和杀与不杀心爱的山羊，而展开一

场艰难的抉择。

上映日期：9月26日

类型：悬疑

导演：张晓卫

编剧：张晓卫

主演：胡乐平/王敬轩/郎计姐

出品方：鸣盛拉花/河北电影制

片厂/晴天文化/万象文化/显途文化/
中显文化/景达影视/腾视文化

发行方：谷泰映画

本报讯 由黄晓明监制，李太

阁执导，黄晓明、闫妮、涂们、阚清

子领衔主演，张嘉鑫、王影璐主演

的电影《最后的真相》近日宣布定

档 12 月 3 日，并发布“回放版”定

档预告及“细节版”定档海报。定

档物料通过阚清子阐述案情，闫

妮诠释强大“眼神杀”，涂们再现

戏骨表演。出演律师的黄晓明一

句“你不想活，我就逼你活下去”，

则让真相再生悬念。

《最后的真相》促成了黄晓明、

闫妮、涂们、阚清子四位各具表演特

色演员的首度合作。黄晓明此次为

挑战全新律师角色，提前三个月准

备，为角色暴瘦。为呈现落魄人物

状态，更提前“闭关”磨炼台词，调整

情绪。谈及角色，黄晓明坦言：“故

事耐人寻味，真相的展示仿佛罗生

门，角色有很大挑战性。”

闫妮此次谈及角色体验表示：

“每一场戏都有纠结，也有喜悦。作

为演员，这个戏我没有一场戏是可

以轻松完成的，就跟这个人物本身

一样，很难忘记。”凭借《老兽》中老

道的表演拿下多项大奖的涂们此次

饰演一位独居老人，身为案情“受害

者”，他表示：“这次有非常复杂的人

物性格，形象非常多面。”

《最后的真相》由风山影业（重

庆）、北京麦特、东阳易星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动作影片《007：无暇赴

死》宣布将于 10月 29日登陆中国内

地影院。

继 2015 年《007：幽灵党》之后，

时隔6年，超级特工在万众期待下再

度归来。这一次，他将面对的是前

所未有的艰难困境——野心十足、

杀人不眨眼的强大敌人步步紧逼，

曾经携手出生入死的爱侣竟有不可

告人的秘密，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

邦德将如何破解危险迷局？此外，

影片还将有两位各具全新女特工加

盟，她们将与邦德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值得期待。

此外，这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

次出演“007”，曾经在前作中贡献出诸

多高能名场面的他，将在自己的系列

谢幕之作为观众带来哪些惊喜？蕾

雅·赛杜、本·威士肖、安娜·德·阿玛

斯、拉尔夫·费因斯等实力派明星集结

出击，也将携手奉上超越前作、颠覆想

象的精彩大戏。 （杜思梦）

《铁道英雄》定档11月19日

《门锁》定档11月19日

白百何还原独居女性困境

《老鹰抓小鸡》引合家欢热潮

黄晓明监制《最后的真相》定档12月3日

《平原上的摩西》更名《平原上的火焰》

第五届86358贾家庄短片周闭幕

本报讯 9 月 20 日，第五届 86358
贾家庄短片周举行荣誉典礼，颁出五

项华语短片荣誉，也标志着着第五届

86358贾家庄短片周正式落幕。

艾麦提·麦麦提导演的《手风琴》

获得最佳影片荣誉，郝智梓导演的《炮

仗的故事》和麦尔哈巴·伊斯拉音导演

的《布谷鸟》获得评审团荣誉。程朗导

演的《森林王子》获得了最佳导演荣

誉，张怡导演的《鲸》获得了最佳编剧

荣誉，董思驰导演的《春江花月夜》摘

得最佳摄影荣誉。

中共山西吕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照兴，汾阳市副市长王宝启，贾樟柯

艺术中心创始人贾樟柯，山西传媒学

院山西电影学院执行院长贾月，贾家

庄镇党委书记吕汉新，贾家庄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刘静，贾家庄村党委书

记、山西贾家庄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邢万里等参加荣誉典礼。

据悉，今年短片周主竞赛单元共

收到报名作品1603部，最终确定16部

作品入选。在五天时间里，经过以梅

峰为主席，包括陈洁、李丹枫、班宇、吕

星辰在内的终审评审团的辛苦工作和

激烈讨论，最终评选出了本届86358贾

家庄短片周的五项荣誉。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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