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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新片《不虚此行》发布“官宣图”

本报讯 近日，由曹保平监制，刘

伽茵编剧及执导，胡歌领衔主演的电

影《不虚此行》发布片名“官宣图”。图

中，片名《不虚此行》由胡歌手写，他坐

在书桌前写作，留下一个背影，展现了

他在影片中所饰演的一名写悼词的人

的日常生活。

该片讲述了男主角闻善（胡歌

饰）在平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中寻找

着答案。他是一个“掉队”的普通编

剧，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改以撰写悼

词为生。在与各色普通人的相遇里，

闻善慰藉他人、也获得了温暖，最终找

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影子）

本报讯 由日本导演日向寺太郎执

导，巍子、陈瑾、强宇、栾蕾英、张立、单

冠朝主演的温暖剧情片《安魂》日前发

布终极预告及海报。预告以十分温暖

治愈的画风展现了一对步入老年的父

母，从失魂落魄到蓦然释怀，进而振作

起来笑对人生的过程。在同时发布的

终极海报中，巍子和陈瑾的面部表情

十分突出，下方是幼时的父子，搭配漫

天的晚霞，寓意着这对父母靠着美好

的回忆支撑着度过余生。

预告中，开场父亲唐大道（巍子

饰）忏悔自己是“世上最不称职的父

亲”，便将观众带入到故事之中。乍闻

噩耗的不可置信、独自崩溃到泣不成

声，备受打击后的呆滞木然，都在老戏

骨巍子的精准演绎下为观众感知。绝

境时刻，母亲瑞英（陈瑾饰）历经伤痛

却非常冷静克制，呈现出一位坚强的

母亲形象；父亲却甘于沉溺幻景，明知

是骗局也毫不在乎，面对老伴的责问，

一句“你报了警我就再也见不到这孩

子了”更是令人唏嘘。

该片将于3月25日全国公映。（影子）

《安魂》发布终极预告

本报讯 近日，由苏哲贤执导，陈

嘉桦、耿乐领衔主演，陈以文、黄瀞

怡（小薰）、夏侯云姗、蓝皓东、林晖

闵、李丞展、李日詹、詹牧、刘育仁主

演的现实青春电影《野夏天》发布

“走心”版主题曲《沙粒》MV。歌曲

由陈嘉桦倾情献唱，极富故事感的

声线搭配动人的旋律，唱出片中每

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五味杂陈，配合

着 MV 中真花田径队的喜悦与失落，

十分戳心。

本次发布的MV聚焦记者吴又立、

教练高继书和真花中学田径队经历的

起起落落，无论是五名少年在青春大

梦中的逆境顽抗，还是吴又立、高继书

两名成年人的二次成长，都精准地还

原了现实生活——没有永远的高光时

刻，低谷落寞也是常态。而MV最后，

吴又立的独白又向观众抛出疑问：这

个夏天，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

只等影片上映一探究竟。

据悉，电影将于 3 月 25 日正式

上映。

（花花）

陈嘉桦献唱电影《野夏天》“走心”版主题曲

本报讯 由刘雨霖执导的电影《念

念相忘》近日发布新海报，宣布卜冠

今、郭丞出演许念念（刘浩存 饰）与杨

燚（宋威龙 饰）的高中好友向语安和路

望。海报中，四个年轻人在教室窗边

并肩而立，笑容青涩又美好，朝气十

足，不禁让人回忆起自己的校园时

代。适逢春分发布，寓意“春日恰如其

分，念念必有回响”，充满春光烂漫、不

负韶华的氛围感。

两位主演对“念念不忘的青春”也

有着自己的理解，卜冠今解读“校园时

代的喜欢很纯粹，不求结果、也无关复

杂的外部因素，这种纯粹很美好”，郭

丞真诚慨叹：“年少时喜欢的那个人，

代表了整个青春的记忆，所以总会很

难忘。”有真挚青涩的情愫，也有青春

的遗憾与成长，相信许多观众都能从

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花花）

《念念相忘》发布新海报

本报讯 近日，改编自经典动作冒

险游戏 IP的真人电影《神秘海域》发布

“逐浪夺金”版中国风海报和“海盗船

长”片段。

影片最新发布的“逐浪夺金”版中

国风海报水墨飘逸，以黑金双色为主，

在一笔挥洒而成的惊涛骇浪中，直升

机吊着百年古船迎面冲来，夺宝猎人

内森就在这波涛翻涌的海浪旋涡之

中，逐浪而来！古船落水激起千层浪，

几处金色着墨，潇洒随意，似乎暗示着

隐匿的黄金宝藏即将重见天日！整张

海报大气磅礴，借助中国水墨风“以形

写神、气韵生动”的特点，笔墨之间力

道讲究，将这一场“逐浪夺金”展现得

淋漓尽致。 （花花）

《神秘海域》发中国风海报

重庆将提高2022年

惠民电影放映质量

近期，重庆市电影局表示，

2022年将通过深化惠民电影供给

侧改革提高惠民电影放映质量。

一是将加大商业片购买力

度，增强优质片源供给，满足群众

新的精神文化需求，除确保全市

每村每年放映电影不少于 12 场

外，还将联合教育管理部门研究

制定中小学影视教育评价标准，

落实中小学生爱教电影放映任务

和考核评价。二是将增强社区电

影放映场次，推动公益电影进福

利院、进工地、进厂矿，并结合乡

镇文化服务中心、农村多功能室，

推动惠民电影室内固定放映厅建

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乡镇

电影院，提升乡村群众观影条

件。三是将通过开展“礼赞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优秀电影展映观

影活动，优化惠民电影APP建设，

更换一批流动数字放映设备等方

式，创新惠民电影放映方式，提升

放映质量。

3 月 15 日，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河南洛阳市新农村数

字电影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市 4个

县区21个乡村和社区为广大群众

放映《血战狙击岭》、《五岩山》（豫

剧）等优秀国产影片，标志着洛阳

市 2022 年公益电影放映正式启

动，全年将完成公益电影放映 3.8
万余场。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要求，每次影片正式放映之前

都将放映防疫系列公益短视频，

宣传防疫知识，开展抽查检查，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近年来，洛阳新农村数字电

影有限责任公司10个放映站、160
余名放映员，按照“一村一月一场

电影”的总体要求，坚持公益性

质，推行标准化放映，实施多元化

服务，累计为基层群众放映公益

电影50余万场，观影人数达1.4亿

人次，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

洛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责任公

司入选第九届“基层电影服务先

进集体”。

《半条棉被》《又见奈良》

《非常·主播》等影片登陆

农村市场

本周新增近 20 部影片，包括

主旋律影片《半条棉被》，聚焦日

本遗孤的影片《又见奈良》以及轻

喜剧《非常·主播》等。

电影《半条棉被》根据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大会上提及的“半条棉被”的故

事而创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指出“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

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影片通过光影艺术再现三

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因被子结下的

情谊，以及红军战士们不畏牺牲、

并肩抗敌的战友情，呈现了共产

党人与人民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

感情，表达了共产党始终依靠群

众、始终为了群众的不变初心。

《又见奈良》讲述年近八十

的老妇人陈惠明趁孙女小泽在

日本留学时，赴奈良寻找曾经收

养的日本战后遗孤的故事。影

片巧妙地将大时代巨变和小人

物的命运、情感变化相互融合，

使得这段漫漫寻亲之路更加触

动人心。《非常·主播》以广东清

远的“乡村新闻官”为题材，着重

刻画了新时代年轻人回乡创业，

利用网红直播等创新手段推广

家乡生态旅游、服务乡村，带领

村民致富的故事。

故事片订购方面，戏曲片有

不俗的表现，豫剧《五岩山》、《金

凤湾的笑声》、《家有婆媳》，黄梅

戏《母老虎上轿》、《六尺巷》，吕剧

《乡医老牛》、《杜鹃改嫁》以及新

上平台的眉户剧《屠夫状元》等戏

曲片被 21 条院线累计订购近万

场。科教片方面，健康养生类《黄

帝内经与四季养生》、《健康中国

行动之健康生活方式》、《强身健

体太极拳》科教片等受关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可

供订购影片4660部，其中 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片350余部。

2022年第11周（3月12日—3月18日）全国共有23个省区市的

95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972部，共计15万余场。

订购部数方面，有3条院线订购过百部，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以305部的成绩位居首位；订购场次方面，洛阳新农村数字电

影有限责任公司订购场次最多，达到12000场。

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卡次数

最多，近300次；岳阳湘北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最

多，近7000场。

本报讯 1949年 3月 23日，中共中

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开启中国

共产党人“赶考”之路。今年“赶考日”

之际，“幸福北庄”微电影四部曲之《北

庄家书》首映。该片是在习近平总书

记给平山县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一周

年之际策划创意拍摄推出的，在中共

平山县委、平山县人民政府指导下，得

到了省、市、县各级党委宣传部、文旅

部门、广播电视局的大力支持。

“幸福北庄四部曲”微电影旨在打

造以冬——《北庄家书》、春——《北庄

青春》、夏——《北庄爱情》、秋——《北

庄团圆》为脉络的北庄村一年四季的

风貌人情，北庄人的爱情、亲情和事

业，全面、准确、艺术地加以以呈现。

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张前锋对《北

庄家书》微电影首映表示祝贺。他说，

一封家书，万分感情。北庄家书，是一

种家训，是几代人关于爱的传承。它

又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家书，更是北

庄乃至全中国人的家书，是我们每个

人内心里最美最柔软的一部分，同时

也是最坚韧最不能被摧毁的情感，这

份情感贯穿始终，令人感动。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荣

丽看完《北庄家书》，动情地说：“北庄，

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也是中

央领导们进京‘赶考’的出发点，团结

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北庄人，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北庄人如今过上了好

日子，但精神传承依然代代相传。《北

庄家书》只是起点，北庄的故事还在不

断续写。”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洪峰

说：“《北庄家书》微电影立意深刻，见

微知著，紧扣时代主题，一封封家书，

联接的是源源不断的乡愁和赋予精神

深处的‘团结’力量，是一部蕴含家国

情怀的好作品。”

《团结就是力量》词作家牧虹的儿

子赵束鹿代表曲作家卢肃的女儿卢

乔、卢曼，代表赵老先生的姐姐赵姗

姗、弟弟赵建军发来VCR表示祝贺。

（支乡）

微电影“幸福北庄四部曲”之《北庄家书》

首映日遇上“赶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