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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她》挚爱推广曲《One day》上线

本报讯 由张艾嘉、李少红、陈冲

联合执导的现实题材情感电影《世间

有她》正在热映中，由两位新生代歌手

高嘉朗、赵珈婧芸共同创作并演绎的

挚爱推广曲《One day》日前发布上线。

该片从女性视角出发，描述了在

困境中普通人的不同关系下的治愈故

事，表达“世事无常，人却温暖”的态

度。电影由易烊千玺、黄米依出演，讲

述了武汉小伙昭华和北京女孩小鹿的

相遇、相知、相爱，守护爱与生命的故

事。歌曲《One Day》着笔于少男少女

的视界，异地之下相爱的人是否能跨

越时空的界限，是否将这爱意毫无保

留地传达。

推广曲中，高嘉朗和赵珈婧芸用

声音演绎相遇的男女，讲述着“尽管生

活可能不尽人意、困难万千，但感谢我

们能相遇”的真挚情感，正如电影中的

昭华和小鹿之间那份对爱情的坚守和

执着。歌词中“One Day 那一天不再遥

远 轨迹重叠 平行世界相交接”，两个

生活在各自轨迹中原本互不相识的人

像是宇宙中的两颗星因命运的引力彼

此邂逅、相遇，将这份热烈而纯粹的真

挚情感通过音乐传递给现实的你我，

对爱始终相信与期待。

（赵丽）

本报讯 由尔冬升执导的民族情

感力作《海的尽头是草原》近日邀请

“三千孤儿”的现实原型人物观看影

片。如今的她们，有的成为“最美乡村

教师”，有的多次获得先进个人称

号……看完电影后，这些“国家的孩

子”感触颇多，并分享了自己养父母令

人感动的故事：“我刚到时身体很差，

爸妈用葡萄糖喂我让我慢慢健康起

来。”“感谢我的养父母，感谢党，感谢

草原人民。”

电影中，来自南方的孤儿杜思珩

得到草原父母和兄长无条件的爱，这

也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观影沙

龙上，现实中的“国家的孩子”分享了

自己记忆中的那段过往，而她们无一

例外都感恩了养父母对自己舐犊情深

的爱。

有人表示：“于我而言，我不能把

养育我长大的父母称为‘养父母’，因

为直到二老去世，他们都一直把我当

亲生孩子对待。”就像影片中的杜思珩

是草原父母的掌上珠，是哥哥的心头

肉，当年这些被领养的孩子们对草原

人民来说都是“天赐的缘分”。

演员们都感动于这份超越血缘的

大爱，饰演草原阿爸伊德尔的阿云嘎

就表示草原人民“太无私了，在那样的

条件下，养育了那么多孩子”。而这些

“国家的孩子”也不负草原的养育，很

多人都成为了国家栋梁：有人在建设

边疆中绽放光彩、有人成为最美乡村

女教师、有人著书立说成为行业领头

羊……原本千里相隔，如今却骨肉相

连、生死相依。正如电影中折射出的

情感：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用跨

世纪的真情，诠释了“大爱不分民族，

真情不分血缘”。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江志强监制，陈咏燊执

导，黄子华、邓丽欣、张继聪、王菀之、

林明祯、陈湛文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

《还是觉得你最好》已于中秋档上映。

影片近日发布“拒绝求婚”正片片

段，家庭主妇猪猪一直期待青梅竹马

的男友的求婚，可当这一天到来之时，

她却拒绝了。她早已厌倦男友输赢不

定的电竞生活，也不想重复母辈一生

为他人劳碌的命运。她意识到自己的

厨艺也有被更多人欣赏的价值，没了

男友也可以活得很好，猪猪终完成自

我意识的觉醒，也让观众们在劲爆的

主线剧情外，看到一条精彩的当代女

性成长线。

映后观众大量提到猪猪觉醒桥段

很“带感”，有观众为角色成长点赞，

“很喜欢猪猪身上的反差感，贤惠却并

非传统贤妻对男友无条件支持”；产生

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在猪猪身上，好

像看到了很多我的女性长辈”；并为喵

喵与猪猪的友谊感动，“按理她俩好像

是‘情敌’，不仅没有争风吃醋，反而是

喵喵从第一次坐上饭桌就发现并称赞

猪猪在厨艺上的闪光点”，“女孩子的

互帮互助和惺惺相惜让人动容”。以

创作歌手身份被大众熟知的王菀之也

因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被称赞“贡献

了突破性演技”。

电影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

交平台也收获众多观众好评。有网

友自发玩起片名梗，约喜欢的人看

《还是觉得你最好》成为今秋表白的

新方式；影片中的爱情故事热辣劲

爆，所探讨的情感问题真实戳心，引

发不少观众分享自己的情感经历，与

角色产生共鸣；各种粤语笑料信手拈

来层出不穷，对亲情爱情的诠释真挚

动人，得到观众“契合中秋观影的欢

乐团圆氛围，不落俗套好笑解压，中

秋最值得一看”的夸赞。

（赵丽）

本报讯《红色冲浪板》近日发布

概念海报及预告，展现出独特的影像

风格与艺术气质。

该片是“新锐导演”马雪首部导演

作品，由马雪、许伟豪编剧，许伟豪、李

康生、黄炎、王悦伊、黄毅、边程、黄丽

丽等共同出演。故事发生在一个罕有

人知的冲浪圣地万安，三个年轻男女

在此邂逅，碰撞出宿命般的人生方

向。预告中，独具个人特色的影像风

格下，热烈的海风、起伏的海浪，搭配

孤独惆怅的音乐，三个年轻人模糊又

暧昧的情愫展露无遗，荷尔蒙的汹涌

澎湃，蓝色海水的压抑与张狂，让影片

氛围更显复杂、独特。

截至目前，《红色冲浪板》已获得

第 10 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第 7 届

洛杉矶独立女性电影节最佳导演、第

10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导演等；

入围 2022 年阿那亚海浪电影周长片

产业荣誉，已包揽来自美国、英国、加

拿大、西班牙、波兰、阿根廷、印度、摩

尔多瓦等海内外十余个国家的电影节

获奖及提名。

《红色冲浪板》由北京扩纳国际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非同代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俊马影业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

（杜思梦）

“我不赞同一说农村戏，就是牛

马猪鸡鸭，破旧的衣裳。中国农村，

现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电影《爱情天梯》导演毕于臣如是说。

将于 9 月 23 日全国上映的电影

《爱情天梯》讲述了男主人公马冲在

大学毕业之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进

行旅游景区建设，带动起了整个村子

的老百姓致富的故事。片中，有动人

的爱情，有励志的故事，还有中国当

代农村的新风貌。

用毕于臣的话说，这部融合了爱

情、励志元素的《爱情天梯》是农村

戏，但它绝不是带着“刻板印象”的农

村片。

《爱情天梯》镜头落脚于中国农

村之美。在毕于臣看来，任何艺术首

先要源于生活。拍农村戏也不例外，

“我不赞同一说农村戏，就是牛马猪

鸡鸭，破旧的衣裳。”毕于臣说，当今

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镜头中的农村，也不应当只

有落后。他告诉记者，《爱情天梯》对

准了当代旧貌换新颜的中国农村，它

的镜头中强调的是美而非落后，即使

服装，也要展现出小康后的新面貌。

作为一部爱情为主题的电影，如

何能拍出新意、而不落于俗套？毕于

臣把重心放在了故事的叙事性上，而

重头戏发生在灵岩大佛山天梯上的

“天梯婚礼”不仅是全篇故事的情绪

高点，也是故事叙事的把握重点。

“那场戏，摄制组同仁下了很大

工夫”毕于臣回忆，天梯上的戏，拍摄

了整整两天。500 米的天梯，剧组聘

请了百名大学生扮演新娘、新郎，加

上群演、工作人员，拍摄现场多达 300
人。拍摄前一天晚上，他专门召集剧

组各部门开会，将镜头分切，一个镜

头一个镜头研究，在草图上安置摄影

机位，“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爱情天梯》即将登陆全国影院与

观众见面，毕于臣说，希望与观众共赴

影院,一同欣赏这个言近旨远的故事。

《爱情天梯》由毕于臣执导，唐

亮、丁珊珊、唐辛昕编剧，史田林、郑

媛元、关新伟、吕洲、王丽等联袂出

演；由山东唐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军事动作电影《狼群》目前正在热

映中，“狼群小队”在片中化身反恐精

英，为守护祖国能源命脉与境外恐怖

分子开展斗争。影片上映后，沙地对

狙、空降奇袭、室内枪战、贴身近战、街

头追击等场面让观众大呼过瘾，所呈

现出的真实、专业的军事动作戏获得

了观众的赞许。

青年演员叶浏在片中饰演爆破手

一角。作为“狼群小队”最年轻的冲锋

队员，他每次都冒着最有可能牺牲的

风险，冲在小队的最前方，为队友“打

头阵”。叶浏表示，“狼群小队”是一股

鲜为人知的海外安保力量，以“人若犯

我，加倍奉还”的强硬态度，守护着祖

国的利益。

据悉，电影《狼群》深入新疆克拉

玛依拍摄，拍摄时常伴风沙、严寒的侵

袭。叶浏表示，为了在拍摄时有足够

的专业性和默契度，演员提前数月进

组开始训练，每天训练八九个小时。

“只有真正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才能

带来最痛快过瘾的酣畅体验。这也是

《狼群》所追求的真实感。”

有了充足的训练周期，叶浏不仅

对军事战术、战斗动作有了详细地了

解，与其他队员间的默契程度也得到

了大幅提升。“我和晋哥等演员是第一

次合作，从不熟悉到在片场嬉笑打闹，

大家已经有了团队的感觉，这也为正

式拍摄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叶

浏说。

到了开机时，新疆已经入冬，在零

下二十度的深夜拍摄已成常态。“当时

拍摄的戏份是夏秋戏，演员只能身着

夏秋服装拍摄。”叶浏说，“夜戏时，我

们需要从晚上 7 点拍到第二天早上 7
点，必须依靠俯卧撑等高强度热身才

能支撑拍摄。剧组很贴心地为我们准

备了羊汤暖身，但走到帐篷时就已经

结冰了，大家只能站着围在一起喝。”

近年来，叶浏在电影、电视剧、话

剧等领域均有涉猎，戏路逐渐拓宽，在

《空天猎》、《大话西游3》等多部电影作

品中的角色也让人眼前一亮。叶浏表

示，不论什么角色，都会认真诠释，哪

怕是一两天的戏份，自己也会和导演

沟通，哪怕为角色增添一个亮点，也是

非常值得的。

每次拿到角色后，叶浏都会设计

100个问题问自己，比如角色的家乡在

哪里，性格怎样，星座、口头禅是什么

等等，并把 100个答案串在一起，写在

人物小传里。“这样可以尽量让自己忘

记本我，把状态调整到和角色同频。”

接下来，叶浏将在歌舞电影《一闪

一闪亮晶晶》中再度搭档张晋，在饶晓

志监制的奇幻喜剧电影《童年快乐》中

也将奉献精彩的演出。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永

远不会磨灭自己的创作热情。”叶浏说。

《爱情天梯》定档9月23日

导演毕于臣：我的镜头，强调中国农村之美

本报讯 近日，“大学生新视频创作

计划”在北京宣布正式启动。活动已

经在抖音、西瓜视频双平台上线。

“大学生新视频创作计划”是由双

汇独家冠名，巨量引擎、西瓜视频共同

主办，影视圈传媒机构承办的面向全

体 21 届、22 届以及所有在校研究生、

大学生的中短视频征选推优活动。本

次活动创新性地提出了“新视频”这一

概念，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中短视频

创作，用新视角、新态度、新表达的网

络视听作品，记录美好生活，展现“Z世

代”青年的崭新风貌，推动网络视听节

目在文化强国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

为提高新视频创作的整体质量，

增加校园创作者与影视一线专业主创

交流对话的机会，活动特意邀请了中

国影视业众多优秀的导演、编剧、制作

人组成创作辅导团。北京电影学院导

演系主任、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导演获得者王瑞任首席辅导官，导

师团成员包括康洪雷、史航、五百、林

楠、宋方金、傅东育、高雄杰、杨江、龚

朝晖、车径行、罗为、张群等业界知名

人士。活动还邀请到包贝尔、王紫璇、

谭凯、张晨光、萨日娜、胡明、代旭、田

燚、杨昊铭、姚柏南等明星为活动推

广官。

据了解，“大学生新视频创作计

划”共设置“年度视频奖”、“创意十佳

作品奖”、“中视频宝藏创作人激励”三

种激励机制，面向全体大学生广泛征

集纪实类、虚构类、动画类方向优秀作

品，活动已于9月12日在抖音、西瓜视

频双平台正式上线；9月21日至10月8
日，全面开启征稿通道；10 月 8 日，由

业界评审团初选出200部入围作品，在

抖音、西瓜视频双平台公示；10月 9日

至10月17日，综合播放量、点赞量、转

发量、评委打分四个维度，最终评选出

38部优秀作品，抖音、西瓜视频将对以

上作品给予特别展示与宣传推广，进

行线上线下展映活动，并于 10月下旬

举办颁奖活动。

此外，活动将于 9月 21日至 10月

17日以校园路演的形式、10月21日至

11月 5日以优秀作品巡展的形式进入

全国 30所高等院校，与学生近距离分

享大学生们的优秀作品，带动更多高

校学生关注、参与到创作中来。

（杜思梦）

“2022大学生新视频创作计划”启动

《狼群》中饰演爆破手获观众好评

叶浏：不论角色大小，坚持从“心”出发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青年导演马小刚

执导，青年演员周政杰、卢洋洋、骆明

劼和胡嘉欣等主演的电影《青春几回

合》，在济南保利山语举行开机仪式暨

新闻发布会。影片主创以及出品方代

表等参加发布会。

“这是一部由 00后演员们演绎的

90后创业生活和情感故事的影片，我

希望它可以打动年轻观众。”马小刚

表示，《青春几回合》讲述了 90后年轻

人创业的故事，通过青春、励志、爱情

等元素的融入，以创业和情感为主线，

讲述青年一代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

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人生选

择和青春激情，与双创精神不谋而合，

恰逢其时。

影片以“乒乓文化”为背景，取材

于 90后年轻人的真实创业事迹，由曾

参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夫

妻档”方唱、王馼担任编剧。“他们在将

近一年的创作过程中做了大量的采风

工作，走访了众多青年创业者代表，并

进行升华提炼，数易其稿，不断完善，

为影片奠定了扎实的剧作，铺设了真

实的质感。”马小刚告诉记者。

据悉，影片将坚持真实底色，不过

度美化和拔高，而是通过邻家小哥一

般的微小视角出发，娓娓道来一场发

生在你我身边的逐梦之旅、创业之

旅。制片人代表任维表示，影片将创

业过程中坚韧执着的品质和现代年轻

人单纯、迷惘、蜕变的成长过程通过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一表现出来，希

望能为当代年轻人，特别是有创业梦

想和正在创业之路前行的年轻人带来

人生的指引和启迪。

该片出品方代表朱玉卿认为，当

前的大银幕上很需要《青春几回合》这

样既来自于现实生活，又能充溢着真

情实感的影片。影片总策划之一李挺

伟也表示，优秀的作品需要有时代的

映射、生活的质感和创新的表达，《青

春几回合》从一个平凡创业者角度出

发，通过面临梦想、爱情、友情时的人

生选择，呈现时代缩影，展示奋斗青

春，“折射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

通过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为社会和国

家做出个体的奋斗和努力”。

《青春几回合》由天津电影制片

厂、山东乐旋影业有限公司、保利影业

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北方电影集团等

共同出品，将于 2023 年登陆全国院

线。 （姬政鹏）

原型人物观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仿佛看到刚到草原的我

《还是觉得你最好》演绎女性觉醒获赞

《红色冲浪板》发概念海报及预告

将90后的创业生活搬上大银幕

电影《青春几回合》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