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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个十百千万》
万名电影人团结
“战斗”铸造破纪录

《我心向上》11 月 22 日全国公映
本报讯 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

女性形象，真实反映了贫困群众依靠

程碑意义，它的制作规模、工业规格是

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中共渭源县委

发展生产、能人带动和勤劳双手脱贫

一次大踏步的前进，拍摄过程克服了

宣传部和甘肃田野之光影业有限公司

致富奔小康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定西

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特别感谢

等联合创拍的电影《我心向上》已于

人民不向命运屈服、不甘落后、不惧艰

11 月 22 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当

苦、努力创造幸福生活的顽强精神。

湖》和这部纪录片充分的肯定。”
《长津

代青年李梅主动投身脱贫攻坚火热实

“千年的大山，万年的沟，祖祖辈

湖》总监制及编剧黄建新也表示：
“在

践，在定西老家自创土豆品牌、发展土

辈 都 做 着 一 个 梦 ，土 疙 瘩 变 成 金 豆

这部纪录片里，大家终于看到导演们

豆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感人故事。

豆……”曾经贫困落后的渭源，马铃薯

观众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给了《长津

定西是全国马铃薯四大主产区之

是老百姓用以果腹的“救命薯”，从“救

一、全国最大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全

命薯”到“脱贫薯”、
“ 致富薯”、
“ 小康

除了展现系列电影《长津湖》的幕

国重要的商品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

薯”，是因为有像“李梅”一样，不甘落

后故事，纪录片中有许多抗美援朝老

工基地。
《我心向上》紧扣马铃薯产业

后、不畏艰苦、崇尚实干、奋发向上的

兵真人出镜，向观众讲述自己当年的

发展，以“薯”入题，以“薯”串篇，以

渭源人，让一粒小小的种薯富了乡亲、

亲身经历，
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

“薯”点睛，故事情节真实、节奏紧凑、

富了万家。影片以小切口见大主题，

有观众表示：
“看到这些老兵瞬间

主题鲜明，既富有乡土气息接地气，又

反映了苦甲天下的定西积极响应党中

热泪盈眶，
向你们致敬。
”
如《长津湖》历

独具匠心立意高远，将“脱贫薯”
“致富

央的脱贫攻坚政策，在与全国一道全

西市首部院线电影紧扣时代主题，展

史顾问王树增所言：
“有这样一批优秀

薯”
“ 小康薯”演绎的淋漓尽致。影片

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取得的重大

现了定西人民不甘落后，不畏艰苦，

朝老兵出镜，讲述自己当年的亲身经

上映后，将对提升定西马铃薯品牌知

成就。

崇高实干，奋发向上的创业精神。近

月 18 日上周五全国献映。在刚刚过

的中华儿女，他们支撑起了我们民族

历，先辈们英勇坚韧的精神将一直激

的脊梁，
有了他们，
我们民族才有希望。

名度、推动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产生

本片制片人赵凯文接受采访时表

去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影片《长津

励广大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珍惜如今

尽管他们倒在冰雪当中，很多都

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将极大拓

示，自己身为甘肃人，熟悉当地的经济

一批讲述甘肃故事、展现甘肃精神的

湖》斩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两项大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发展和人文风情，电影在真实故事的

‘小成本、正能量、大情怀’电影作品，

变成‘演员’了。看到大家喜欢，我非
常感谢。
”

本报讯 纪录片《个十百千万》11

年来，甘肃田野之光影业创作生产了

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依然是我们民

展“讲好定西脱贫故事”的广度和深

奖。纪录片不仅呈现出恢弘史诗巨制

《个十百千万》记录了恢弘史诗巨

族的丰碑！”
《长津湖》领衔主演吴京也

度，成为展示乡村振兴伟大成就、汲取

基础上，进行戏剧化改编，银幕人物形

先后在城市院线、电影频道和全国观

《长津湖》的诸多幕后故事，更首度披

制《长津湖》系列电影的幕后，之前在

表示：
“我们所做的，
就是塑造那些先烈

接续奋进力量的又一重要窗口和

象饱满，
戏剧张力十足。

众见面，电影精品在建设文化强省进

露众多原先未曝光的正片，让观众看

金鸡电影节首映收获满满好评：
“意犹

英雄，
让更多人知道他们，
纪念他们，
更

名片。

到更立体的“热血钢七连”。

未尽，舍不得离开。没想到一部纪录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

纪录片通过呈现这部破纪录影片

片 也 能 让 人 这 么 沉 浸 ，看 得 有 笑 有

《长津湖》系列电影的拍摄过程

的拍摄过程原貌，展现出该系列电影

泪。”
“ 从纪录片中再次感受到为什么

中，主创时刻铭记着先辈们的精神，用

制作的严格用心、后期的高规格工业

《长津湖》系列电影是工业级作品，感

不屈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呈现

化。首映礼上有观众感言：
“没想到一

动于如此巨制里流淌出的‘细节’
。
”

出这部恢弘史诗巨制。真实的历史令

部纪录片也能让人这么沉浸。
“
”感动于

对于观众们的支持，主创也真情

人动容，英雄的事迹永存心间，这份热

《长津湖》如此巨制里流淌的
‘细节’
。
”

回应。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

血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电影人，激

此外，纪录片中还有诸多抗美援

于冬感慨：
“《长津湖》这部电影具有里

励万千中华儿女。

赵凯文坦言：
“《我心向上》是我

《我心向上》选题独到、视角新颖，
塑造了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新时代

们甘肃田野之光影业拍摄的又一部

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牵引作用和示范
意义。”
（影子）

讲述甘肃故事的电影。影片作为定

《爱的二八定律》腾讯视频热播

呈现“反差”碰撞之下的成长与治愈

（杜思梦）

本报讯 由企鹅影视、正艺影视出

《扫黑行动》发布片尾曲《清澈的天空》MV

品，滕华涛监制、林妍导演，杨幂、许
凯、李泽锋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爱的二
八定律》在腾讯视频独家热播。该剧
于 11 月 14 日在腾讯视频开播，讲述了

本报讯 由林德禄执导，周一围、
秦海璐、张智霖、王劲松、曾志伟领衔

秦施（杨幂 饰）与阳华（许凯 饰）意外

主演的电影《扫黑行动》于近日发布了

获得真爱，携手奔向美好幸福生活的

片尾曲《清澈的天空》MV 。

故事。
在目前更新的剧情中，始于一场

《扫黑行动》片尾曲《清澈的天空》

由青年歌手黎雅娇婷演唱，她以独特

“愉快合作”的秦施与阳华，两人有数

的唱腔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难历

次被拆穿的可能，却都被他们轻松化

程娓娓道来，深入人心的歌词及坚实

解，在老板家庭聚会的时候，面对此种

有力的曲风配合着影片中正邪难辨、

职场世界，他们两个人因为观念的高

扑朔迷离的画面，将电影中湾海市繁

度一致，默契回击所有人。不管是秦

荣背后的秘密揭露。以成锐(周一围

施还是阳华，在彼此卸下“伪装”的过

至最大。同时，主演杨幂与许凯的 CP

色放在繁华都市的大环境中，面对生

搭配为角色加分不少，身高差、外形差

活和工作他们各有自己的坚持与选

饰)为代表的扫黑一线干警怀抱着满

程中，看到了对方优秀和高光的时刻，

再加上故事设定的加成，以诸多差异

择。基于对当代都市生活痛点敏锐

腔热血和正义感投身于扫黑除恶专项

他们都在不自觉地欣赏对方，努力成

点打造出饱满多彩的爱情滋味和满分

地洞察，
《爱 的 二 八 定 律》将 经 济 独

斗争，他们打破困局，于黑暗中抽丝录

全对方。这也让不少观众艳羡：
“真是

的治愈力，成功开启观众追剧的心动

立、职场生存、原生家庭等时下热门

茧、寻觅真相。正如歌中唱到：
“ 正义

施情华意！”

模式。

议题放置到观众眼前，面对人生的不

的阳光将我照亮”、
“ 没什么能够阻挡

家话里有话，很难摸清对方的真实想

的演技都很有魅力！”
“ 每个角色都各

区别于同类型题材的剧集，
《爱的

《爱的二八定律》在保证大部分观
众喜好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某一种特

同面，每一个抉择都代表着年轻人持

日出的光芒”，他们始终坚信：
“正义不

法，秦海璐真的是气场全开，光是站

怀心思，眼神冷冽或满腹狐疑、正邪

二八定律》将男女主人公设定在了都

容污点”。

在那里就透露着一股狠劲儿。全片

难分，将这场扫黑大战的紧张气氛瞬

市精英女律师与佛系草食年下男的人

定的表达方式，在故事温暖治愈的内

节奏高度紧张，一环扣着一环。”
“期

间拉满。全明星阵容更是彰显实力，

设上，从两个属性截然不同的主人公

核之下蕴含着极具时代特性的社会议

去假面伪装，直面自己的情感需求，

身份成谜的他们让这场战局将变得

的视角切入，通过他们命运般的相遇

题。甚至在目前的剧情中，让观众从

在清醒选择的同时勇敢拥抱内心关

更加扑朔迷离。”

相知引出都市男女们对价值观、爱情

不断展开的爱情戏份里，看到了许多

于爱的答案。

观乃至人生观等多方面的“反差”与碰

直面现实的问题。

《扫黑行动》不仅演员阵容强大，
也以复杂多面、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给予观众更深层次的触动。观众评
价：
“ 几位演员的对手戏十分精彩，大

待了很久的电影终于公映了，剧情紧
凑、逻辑严密、故事反转出乎意料，结

（影子）

局大快人心。演员阵容强大，每个人

撞，直接将戏剧的冲突与化学反应拉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口碑持续走高
本报讯 第 25 部《名侦探柯南》剧

（赵丽）

剧集将秦施、阳华两个极致的角

《叫我郑先生》涂们细腻演技获赞

殉职。这一次五人的银幕首秀，让观

“喜欢柯南 20 多年了，他陪伴了我整

本报讯 由林炳坤监制，邹德全执

众得以有机会再看到安室透与曾经的

导，涂们、王真儿主演的爱情公路电影

个童年、少年直到青年，依旧喜欢柯南

队友们“并肩作战”，再次领略警校五

续 走 高 ，猫 眼 评 分 9.3、淘 票 票 评 分

《叫我郑先生》正在全国深情热映。近

电影上映后，首尾呼应的细节和

丝入扣的演技所折服：
“迟缓的动作和

的正义和理性，以及那开了挂般拯救

人组的魅力和真挚友谊。
“带着温情的

9.1，好评如潮。推理探案一如既往水

日，影片发布“思念成疾”正片片段，郑

结局的反转引发大量观众好评：
“从细

困惑的眼神，将记忆渐渐丧失的形象

世界的能力”，
“对老粉丝来说，还有很

回忆与现在的故事并行，警校五人组

先生（涂们 饰）面对贴满便利贴的房

节 传 递 出 的 轰 轰 烈 烈 ，满 是 生 活 气

牢牢立住”，
“最佳男主角实至名归，演

准超高，二次元动作大场面狂拽酷炫，

多会忍不住笑出声的梗”，
“ 让人为之

简直太好哭了，如果可以都活着该多

间记忆错乱恍然出神，与阿灰（王真

息”，
“结局有点意外却有迹可循，很温

技绝了”
。

首登银幕的警校五人组回忆杀情怀拉

悸动的力量依旧在，必须二刷，太值得

美好”，
“看到松田阵平的名片，看到五

儿 饰）同行的回忆碎片交织浮现，真

馨适合二刷”，
“一开始的一些不理解，

满，满分细节令粉丝激动落泪，
“ 不愧

了”！正义少年又一次开挂登场，陪伴

个人曾经拼上性命追捕凶手，忍不出

相呼之欲出，
揪心又催泪。

达自己对涂们先生的无限敬意与缅

是陪我长大的开挂少年”，你永远可以

不止，热爱不息。

结局恍然大悟，细节很足”......郑先生

场版《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正
在全国热映，影片自上映以来，口碑持

多年老柯南迷一年一度的随份子”，

有的不同姿态。当命定的真爱降临，
“施情华意”终将在爱的治愈力下卸

局又会有怎样的反转？仍待观众大银

念想始终保持着清醒，就是留住对亡

幕揭晓。

妻的记忆。网友们深深被涂们先生丝

不仅是观众，电影主创也纷纷表

哭了出来”，
“ 五人团魂燃爆啊！默契

正片片段中，睡梦中惊醒的郑先

把对亡妻的思念与爱藏在生活中的点

怀。早在厦门金鸡电影节举办“莫失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成

又有爱，这是最好的警校组”，观众纷

生（涂们 饰）突然发现房间内被贴满

点滴滴，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

莫忘”首映场，片中饰演阿灰的演员王

功让老粉丝心心念念的警校五人组首

纷表示警校回忆温暖治愈，根本看不

了“不要忘记打开笔记本”的便利贴，

惯，用心中爱的意志抵抗生理疾病的

真儿四度哽咽泪洒全场：
“希望大家都

对很多人来说，小学生神探柯南

次出现在剧场版中，同时也通过他们

够，
“柯南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破案后

而自己亲手送给阿灰（王真儿 饰）的

遗忘，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极致深情，动

能在电影院再看一眼老头（涂们）”，近

承包了自己整个童年，尤其自柯南剧

的感人故事俘获大批路人粉，赚走大

的酣畅淋漓，更有欢乐，有悲伤，有遗

猫头鹰吊坠竟也意外回到自己身边，

容又浪漫。

日导演邹德全也发表长文，在感谢观

场版诞生以来，每年的影院打卡早已

把眼泪。安室透、松田阵平、萩原研

憾，也有感动”。警校五人组拼尽全力

面对笔记本中一遍遍提醒的“去找鹅

涂们既往的影视角色中不乏杀伐

众喜爱电影的同时，也表达对涂们先

成为习惯。此次《名侦探柯南：万圣节

二、伊达航、诸伏景光五人从同一警校

贯彻正义的故事超精彩，等你来影院

卵石海滩”，回忆的碎片再次交织重

果断的帝王、声名显赫的王爷，甚至是

生的思念之情：
“ 涂老师于我而言，亦

的新娘》的上映，让一年一会如约而

毕业，都成长为了优秀的警察，但让人

亲自解锁！

组，为观众埋下巨大悬念。这一切究

自私矛盾的“老混蛋”，精湛演技屡屡

师亦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电影抱有

至，令粉丝激动不已，
“ 终于盼到！20

心痛的是，除了安室透，其余四人均已

竟是因患阿尔兹海默症而产生的幻

获肯。在电影《叫我郑先生》中，涂们

的赤子之心。”满怀莫失莫忘的思念与

觉，还是过度思念亡妻导致的记忆混

首次挑战因患阿尔兹海默症而糊涂的

纪念。

乱？同行的阿灰去了哪里？故事的结

老人，在记忆渐失的生活里，只有一个

相信柯南，一年一度推理盛宴不负热
爱！

（杜思梦）

（赵丽）

青年导演十翼作品《心经》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
盲人题材电影《响彻云霄》获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奖

本报讯 日前，第三届全亚洲独立

自我成长中的精神脱变。
《心经》作为

电影节的官方网站公布了 2022 年入

佛学中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更是我

围影片，由中国女青年电影人十翼编

们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带给

剧、导演的电影《心经》成功入围了短

我极大的精神能量，并让我对生命有

导演，窦新豪、王宏伟、陈友旺、马柏全

故事真实、可信，他花了三个月的时

片竞赛单元。

了一次极不平凡的体验，也就是所谓

等主演的盲人题材电影《响彻云霄》获

间，采访了北京、河北、重庆等地盲校

的精神觉醒，所以我想把它以电影的

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

的老师和家长，也近距离接触到了许

截至目前，该片已入围波兰国际

影片讲述了盲人儿童为了实现音

让儿童演员窦新豪深入生活，和重庆

电影节、俄罗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

乐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山区儿童

盲校的孩子同吃、同住、同上课，为塑

等多个国际电影节，
并斩获多个奖项。

冯远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双目失明，

造好角色做足了功课。在影片制作完

在经历了短暂的消沉后和竹笛结缘，

成后，观赏过影片的盲校老师和家长

据介绍，
《心经》讲述了一个中年
画家在去参加朋友妻子生孩子酒宴的
路上，经历了一场关于生命思考和灵
魂救赎的故事。
青年编剧、导演十翼热爱文学，她

艺术形式表达出来，
让更多的人看到。

本报讯 由青年导演侯亮辰编剧、

提名奖。

据编剧、导演侯亮辰介绍，为了使

多盲人儿童。在筹备影片时，剧组还

将诗歌创作视为自己的精神拐杖。
“这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还入围了将

恰恰滋养了我的电影文学素养，从而

于 11 月 28 日-12 月 3 日举办的第 76

竹笛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为了实现音

都表示，片中冯远的眼神、步态等和真

届萨莱诺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影

乐梦想，冯远克服了来自自身的生理

正的盲童基本一模一样，如果不是事

片被国际影评人关注并在国际电影

局限、家庭的不解、周遭人的歧视等，

先已被告知，否则都以为冯远就是由

评论杂志《CUT》上发表评论，得到广

战胜种种困难、考入了省音乐学院附

真正的盲童饰演。

更好地让我用电影的诗意语言传递生
命能量与前行的动力。”
十翼坦言，拍摄《心经》的动力源
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探索以及

泛好评。

（影子）

中，
得以为梦想继续奋斗。

（任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