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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顾晓刚新作《草木人间》杭州开机

“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护边员的

坚守精神，是我最欣赏、最崇敬的。不论

拍摄多艰辛，我也要把这个角色完成好，

这是演员应尽的责任，更是对拉齐尼·巴

依卡最好的致敬。”完成《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的拍摄，青年演员库提鲁克江·艾

沙胡加感慨万千。

这是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的首次

“触电”，由于父亲和多位长辈都是护边

员，“用生命捍卫守候”的护边精神早已

烙在他的内心。他也用一种真实、质朴的

表演，诠释出拉齐尼·巴依卡平凡而伟大

的一生。

3月 18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即将

上映，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既忐忑，又

期待。“拉齐尼·巴依卡的精神将化作雄

鹰，继续守护一生挚爱的家园。我也将把

他的崇高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实际

行动。”

以真实、质朴的表演

打通平凡而伟大的情感路径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

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高黄刚担

任出品人、编剧、总制片人，阿不都克力木·
阿不力孜执导，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艾克

白尔·斯拉木、贺刚、贾宏伟主演的电影《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即将公映。

饰演成年拉齐尼·巴依卡的演员库提

鲁克江·艾沙胡加，是成长于塔什库尔干

的小伙子，虽然之前没有表演经历，但由

于父亲和多位长辈都是护边员，他对影片

中要展现的戍边守边员的生活十分熟悉。

片中，在暴风雪中为哨所的解放军送

物资，在悬崖边、冰河里陪战士们巡

逻……拉齐尼·巴依卡继承了父亲巴依

卡·凯力迪别克的智慧和勇气，在巡边路

上出生入死的画面，感动了很多观众。

“用简单的方式去传递强烈的情感。”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拍摄之初，导演阿

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便跟库提鲁克江·
艾沙胡加确定了这样的表演风格——用

一种真实质朴的表演方式去还原人物，不

刻意，不煽情，以低起点和身边人的视

角，努力还原人物平实、质朴的一面，以

拉近英雄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全心全意完成角色，

是对英模最好的致敬

一条弯弯曲曲的巡逻路，在雪顶云

间蜿蜒。自小受父亲的教育和熏陶，库

提鲁克江·艾沙胡加深知护边员这份工

作的神圣，也对“不穿军装却甘守边防，

不是战士却一心戍边”的护边员群体充

满敬意。

“他们被誉为流动的哨兵、有生命的

界碑。”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这样解读

护边员的内心，“不管天气如何恶劣，都

能风雨无阻巡守边防。只有走在巡逻的

路上，他们心里才踏实。”

拉齐尼·巴依卡十几岁时，便开始跟

着父亲学习探路、查看地形。2004 年，从

部队退伍的他接过父亲手中的鞭子，成为

了不穿军装的边防军人，和其他塔吉克族

护边员一起，骑着牦牛巡逻在这条边防线

上。几十年来，帕米尔高原上的每块界

碑，都见证了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人

守边护边的故事。

“拉齐尼一家三代护边员的坚守精

神，是我最欣赏、最崇敬的，也是我这个

角色的闪光点。当我踏在这片热土上拍

出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

到护边守边的艰辛和不容易，再苦再累我

也要坚持下去，全心全意把这个角色完成

好，这是一个演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也

是对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最好的致

敬。”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说。

雪山之巅，雄鹰正在翱翔，一身正气、

赤诚爱国的拉齐尼·巴依卡，将被人们永

远怀念。精神永续，英雄永不折翅，银幕

上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用心、用情、用

功的演出，也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守边人

继续前行。

本报讯 由大鹏执导的喜剧电影《保你平

安》近日宣布定档4月29日。影片发布“笑对

人生”版定档海报，进驻五一档。该片由大鹏

执导，苏彪、大鹏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

迅、王圣迪领衔主演，马丽特邀友情出演，宋

茜特邀出演，贾冰、杨迪、潘斌龙、倪虹洁主

演，乔杉、于洋、刘金山、曹炳琨、梁超友情客

串。

《保你平安》讲述人称“集安断尾虎”的昔

日大佬魏平安中年落魄，工作本就不顺利的

他还意外卷入了一场辟谣风波，但为了他人

的托付，魏平安毅然踏上令人啼笑皆非的辟

谣之路。

在“笑对人生”版定档海报，大鹏扮演的

魏平安拿着煎饼，李雪琴扮演的魏如意拿着

热气腾腾大包子，简直就是一对“吃货”兄妹；

魏平安捧着招财猫，尹正扮演的托尼则抱着

小猫咪，到底谁是真猫奴？魏平安和祁致富

（王迅 饰）搭肩大笑，胸口的大墨镜格外抢镜；

魏磨砺（王圣迪 饰）笑眯眯为魏平安庆生；冯

总（马丽 饰）则跟魏平安坐出了一番“霸道总

裁”的味道；金处长（贾冰 饰）与魏平安举着酒

杯不知是真的把酒言欢还是笑里藏刀；一枝

花（杨迪 饰）和魏平安手里的玫瑰和向日葵难

道暗指辟谣之路柳暗花明？胡亮（乔杉 饰）的

吉他混搭魏平安的扳手不禁让人梦回《缝纫

机乐队》。

《保你平安》由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上海他城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杭州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顾晓刚执导，陈建斌担任艺术指

导，陈彩云担任总制片人的电影《草木人间》3
月15日于杭州开机。两位主演吴磊、蒋勤勤亮

相开机仪式现场。顾晓刚曾凭借其首部剧情

长片、取景于富春江的《春江水暖》获得2019年

戛纳国际电影节第 58届“影评人周”闭幕影片

的殊荣，《春江水暖》也入选法国《电影手册》

2020年度十佳影片及日本《电影旬报》2021年

度十佳外语片，均位列第7。作为顾晓刚“山水

图”系列的第二部电影，《草木人间》将在西湖

畔茶山中继续向观众展开“画卷”。该片由初

晓影业承制。

开机仪式上，电影《草木人间》首次公开

两位领衔主演的信息——吴磊饰演“目莲”，

蒋勤勤饰演“苔花”。据顾晓刚透露，儿子的

角色名“目莲”取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目莲

救母》，母亲的角色名“苔花”则取自钱塘诗人

袁枚的名诗《苔》中的一句“苔花如米小，也学

牡丹开”。而顾晓刚通过“转译”这则经典民

间传说，结合当下社会现实题材，讲述了一个

母子救赎的故事。

《草木人间》的开机仪式在“龙井茶之

始”——狮峰山下辩才亭前举行，这部电影也

以“茶文化”为美学切入点，由杭州“茶人”生活

的细节入手，着墨于展现杭城丰饶的自然及人

文景观。作为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 2021
年度资助项目及杭州市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

目，《草木人间》在开发、筹备、制作等各个环节

都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活动现

场，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葛学

斌，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应雪林等与电影

《草木人间》众主创主演共同参与见证影片开

机。

（杜思梦）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影片根据“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一家

三代在帕米尔高原戍边的故事和英雄事迹改

编，生动还原了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为国

守边护边70余年的传奇故事。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传记/剧情

导演：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

编剧：高黄刚

主演：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艾克白尔·斯

拉木/贺刚/贾宏伟

出品方：天山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华夏

《南溟奇缘之爱情树》

取材于史料记载元朝皇子图帖睦尔和海

南定安姑娘青梅间的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3月14日

类型：剧情

导演：彭带

主演：斯琴高娃/须乾/李梅可

出品方：海南天尚星影视/海南电广传媒等

发行方：谷泰映画

《钟馗伏妖》

钟馗不惧邪祟，与师傅一起斩妖除魔，却

发现在妖身后，还有更惊人、更令人恐惧、更令

他难以抉择的真相在等待着他……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惊悚/奇幻

导演：王晓泽

编剧：黄军荣

主演：王已歌/琪格/叶常清

出品方：山东橙果影视文化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年少有你》

墨彩宁与转校生顾天琦闹出不少乌龙，二

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演绎出一起补习英语、为

表安慰请客吃饭、偷听说话等系列的校园趣

事……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张善南

主演：张善南/李明源/范云飞

出品方：安徽南屏影业

发行方：大得嘉影影视文化

《“炼”爱》

影片真实地记录了生活在都市的五位单

身女性的情感经历，不同的成长背景、迥异的

价值体系，但她们正在面对人生中同样的情感

命题……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爱情/纪录

导演：董雪莹

出品方：聚合影联

发行方：聚合影联/如日之升

《赤焱传说》

师傅被杀，师兄弟反目，天意渺渺，历经磨

难的鹿尧终于练成绝世兵器蝉翼刀，一个更大

的阴谋也慢慢浮现。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高梓刚

编剧：王秋声

主演：郭力行/崔煜林/杨晨/王歌

出品方：仓城润之影业

发行方：华夏电影

《玛纳斯人之失落的秘境》

100年前一支考古探险队无意中发现一处

秘境，却因地震全部葬身此地。100年后，小野

队和马思语阴差阳错之间组团，共同在西域开

启了磨难重重的寻找秘境之旅。

上映日期：3月19日

类型：悬疑/冒险

导演：布一贤

编剧：布一贤

主演：路宏/杨凯迪/王双宝/陈嘉敏

出品方：巨美星光文化/定州隆尖文化/西

域天成文化

发行方：巨美星光文化

《印度女孩》（印度）

出身贫民的印度女孩蔻茜从小热爱板球

运动，立志要进国家队，却面对性别、出身及社

会给予的重重阻挠，更难逃失败就要服从结婚

生子的命运……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运动/家庭

导演：阿鲁拉贾·卡马拉吉

编剧：阿鲁拉贾·卡马拉吉

主演：艾西瓦娅·拉杰什/萨嘉拉吉/斯瓦卡蒂恩

出品方：印度卡瓦斯蒂恩电影制片公司

发行方：华夏

《新蝙蝠侠》（美）

布鲁斯·韦恩化身蝙蝠侠于哥谭市行侠仗

义两年后，罪犯皆闻风丧胆，他也因此深入接

触到哥谭市的阴暗面……

上映日期：3月18日

类型：动作/悬疑

导演：马特·里夫斯

编剧：马特·里夫斯/彼得·克莱格

主演：罗伯特·帕丁森/佐伊·克罗维兹/保

罗·达诺

出品方：华纳兄弟

发行方：中影/华夏

《神秘海域》（美）

根据索尼的同名游戏改编，讲述内森·德

雷克和搭档维克托·苏利文为夺50亿宝藏而发

生的一系列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

上映日期：3月14日

类型：动作/冒险

导演：鲁本·弗雷斯彻

编剧：雷夫·贾金斯/阿特·马库姆/马特·霍洛维

主演：汤姆·赫兰德/马克·沃尔伯格/索菲

娅·阿里

出品方：哥伦比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新片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主演库提鲁克江·艾沙胡加：

用心诠释永不折翅的“帕米尔雄鹰”

大鹏执导《保你平安》定档4月29日

本报讯 近日，《爱犬奇缘》发布“脱单计

划”版定档预告及“心动官宣”版海报，正式

定档5月20日全国上映。影片由陈国辉、夏

永康编剧并执导，冯绍峰、娜扎领衔主演，辣

目洋子、卜冠今、刘以豪、杜源、吴昊宸主演，

印小天、刘金山、熊乃槿友情出演，姚弛特别

出演。

《爱犬奇缘》以狗狗的视角来展现主

人 公 是 怎 样 寻 找 爱 情 ，探 究 爱 情 本 质

的。狗狗不仅拥有自己的独白，还负责

牵线搭桥。在爱情喜剧的基础上加入宠

物元素，聚焦于当下都市男女在面对压

力时对情感的需求，真实的展现了人与

宠物间彼此陪伴，互相治愈的情感。

同日发布的“心动官宣”版定档海报中，

三对CP在甜蜜的糖果色背景中碰撞出更多

火花，不修边幅的神医狗王陈（冯绍峰 饰）遇

到都市丽人千菲菲（娜扎 饰），手持宠物美容

工具，交互出“过电”般的氛围；“暖男”程风

(刘以豪 饰)邂逅设计师张雪莹 (辣目洋子

饰)，与狗狗神同步“歪头杀”，放出粉红泡

泡；朋克少女魏小楠(卜冠今 饰)，倾心于养

狗达人王子成（姚弛 饰），神情温柔尽显暗恋

气氛。海报中发出的浪漫信号已经甜蜜满

分，尚待展开的故事更是令人期待。

（花花）

本报讯 日前，《诺亚方舟漂流记 2》发布

定档海报并正式宣布将于 4 月 8 日全国上

映。时隔六年，高口碑合家欢动画《诺亚方舟

漂流记》推出续作，令无数观众期待不已。

定档海报中，象鼻兽芬尼和山猫莉娅正

兴奋地向大家展示着方舟上的一切，而身后

的狮子船长、长颈鹿、大象等动物们则缩成一

团用惊讶的眼神看向四周，令人忍俊不禁。

象鼻兽戴夫和山猫海泽尔也隐藏在其中，似

乎正在思索新的对策。

除了第一部中的角色外，《诺亚方舟漂流

记 2》中还将出现来自海底城的众多惊喜角

色，构建起更宏大的世界观。“金牌班底”回归

的同时，影片制作也进行了全面升级，色彩的

运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凸显出欢乐的影

片风格，通过轻松逗趣的形式表现亲子之间

的温馨治愈情感，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面对

困难该何去何从的勇气。 （影子）

动画电影《诺亚方舟漂流记2》定档4月8日

《爱犬奇缘》定档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