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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根据

“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人生经历

改编，讲述了他们一家三代人在帕米

尔高原与边防战士共同守边的故事。

“这辈子要一直做一名不穿军装

的边防战士，永远守好祖国的边境

线……”这是拉齐尼·巴依卡生前常说

的一句话，这铿锵的铮铮誓言回荡在

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之巅。2021年1月

4日，拉齐尼·巴依卡为解救落入冰窟

的儿童，不幸英勇牺牲，生命定格在

41岁。

为了弘扬拉齐尼·巴依卡爱国护

边的崇高精神，天山电影制片厂立即

组织创作人员启动了《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的拍摄。荆鲁洲说，为创作好这

部影片，拍摄团队每天都跋涉在平均

海拔4500米左右的帕米尔高原上，高

原反应已经成为演职人员的常态。但

在英雄拉齐尼·巴依卡精神的感召下，

拍摄团队紧咬牙关，最终完成了艰辛

的拍摄任务。

自3月18日上映以来，电影《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

影院，不少场次影厅内座无虚席。荆

鲁洲介绍说，即便是工作日，仍有不少

市民利用午休及下班时间，走进影院

观看这部影片。

影片所描绘的大美新疆和英雄人

物触动了很多观众，“拉齐尼·巴依卡

这个时代楷模身上，有着一种积极向

上、甘于奉献的精神。”观众希望通过

在大银幕上观看和缅怀拉齐尼·巴依

卡这位帕米尔高原上的英雄，学习他

爱国爱疆的执着信念、见义勇为的英

雄壮举和甘于奉献的高尚品德。

“拉齐尼崇高的精神始终感染、鼓

舞和鞭策着我们。为英雄树碑、为楷

模立传，是我们的光荣。”荆鲁洲说。

《石狮之舞》

以石狮市一个名叫卢学英的年轻

人为主人公，以他的一段人生经历为媒

介，讲述了石狮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狮狮阵，是如何传承、发展的。

上映日期：4月8日

类型：剧情

导演：梁稚杰

编剧：陈斐然

主演：沈保平/齐浠儿/李俊杰

出品方：云响天歌影视/皞天文化/

创影社影视

发行方：谷泰映画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美）

阿不思·邓布利多教授意识到强大

的黑巫师盖勒特·格林德沃正试图夺取

魔法世界的控制权。邓布利多还能袖

手旁观多久？

上映日期：4月8日

类型：奇幻/冒险

导演：大卫·叶茨

编剧：J.K.罗琳/史蒂夫·克洛夫斯

主演：埃迪·雷德梅恩/凯瑟琳·沃

特斯顿/裘德·洛

出品方：华纳兄弟

发行方：中影/华夏

《诺亚方舟漂流记2》

（德国/爱尔兰/卢森堡）

诺亚方舟漂流在海上，数周都看不

到陆地，方舟粮食库存在不断减少，火

山突然爆发，芬妮联同大家克服了危机

后，再次开启新的征程。

上映日期：4月8日

类型：喜剧/动画

导演：托比·格恩科尔/肖恩·麦克科

马克

编剧：里奇·康罗伊/马克·霍德金森

主演：Max Carolan/德莫特·莫根尼

斯/Ava Connolly

出品方：德国尤利西斯影业/卢森堡

法布里克影业/爱尔兰蒙迅影业

发行方：中影股份

本报讯 纪录电影《人间世》于清明

节4月3日至4月5日，在全国一二线城

市 2000 余家影城进行点映。该片由陶

涛、张琪、秦博、范士广四位导演共同执

导，讲述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抗癌故事。

《人间世》系列纪录剧集 2016 年首

播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舆论热

议，创下豆瓣9.7高分纪录，并一路斩获

多项业内大奖，被誉为“国产良心纪录

剧集该有的样子”。时隔6年，《人间世》

首次以电影形式登上大银幕，对主创阵

容、主题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做了全

面升级，同时加入了大量未经面世的素

材，以期呈现一部有温度、有情感、有善

意的生命之歌，带观众感悟生命的底色

与美好。

该片将于2022年上映。

（影子）

本报讯由安徽南屏影业传媒有限公

司出品的青春校园喜剧电影《年少有你》

正在热映，并于近日在北京举办了观影

礼活动，导演、编剧、演员张善南以及主

演李明源、郭素洁、王天宇与观众进行互

动，同时，多位业内好友到场助阵和观众

一起“重返青春”。观影期间观众伴随情

节笑声频出，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讲述创

作初衷，引得观众评论：“《年少有你》主

创团队诚意满满，让大家回忆起曾经最

真实的校园时光。”

《年少有你》以高中校园为背景，以

女主角墨彩宁（张善南饰）的视角讲述

了一段无比真实的青春，用诙谐、轻快

的口吻展开一个个细腻动人的校园故

事。影片不局限于情感关系的单一描

写，也不窠臼于轰轰烈烈的大事记，青

春年华里的故事总是简单而热情，这其

中有纯粹质朴的情感，有酸甜苦辣的滋

味，更有许多甜蜜、感动、欢乐的瞬间。

观影现场除了相约而来的朋友，也

不乏组团观影的家庭群体，影片中墨彩

宁妈妈因女儿成绩下滑而关心着急，这

样真实又贴合生活的片段也牵动了现

场家长们的情绪。青春少不了朋友的

陪伴，但更离不开家人的关怀，演员们

通过自然流畅的演绎，给观众带来了酣

畅爽快的观感，同时也让每一位观众都

在影片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缩影。

《年少有你》是导演张善南作为安

徽人，深造后回到家乡安徽合肥拍摄的

首部电影作品，影片在安徽合肥当代职

业学校、合肥卓越中学等多地取景，其

真实的校园场景、走心的情节以及每一

位主创专业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得到

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在观影现场，

大家的情绪随主人公一同起伏并且沉

浸其中。

影片有着青春气息交融的全新表

达，展现了高中生的朝气与活力，不但

让九零后、零零后引发共鸣，也让七零

后、八零后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青春，

回忆起年少往事。也正是这样一部唤

醒全年龄层回忆的诚意之作，使得电

影收获了不俗口碑。在放映结束后，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影片情节直抵内

心，这是所有人曾经拥有或正在经历的

青春片段。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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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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影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目前正在热映。影片上映后，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影片以浪漫的艺术形式呈现出壮丽新疆独有的美景，并在现实主义的故事

铺垫中，用多个真实而又惊险的“危机”情节，塑造起新时代新疆党员的朴实形

象，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团结的、美好的新疆。

天山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荆鲁洲表示，作为传记类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完成了追寻拉齐尼·巴依卡精神世界原点的任务。从精神原点出发塑造出可

信可亲可爱可敬的拉齐尼·巴依卡，触及观众灵魂、震撼观众心灵。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做好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

润疆工程。”

电影文化怎样才能进入新疆各

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这是荆鲁洲不

断思索的问题。文化润疆，核心要

义在“润”。“所以，我们要在’润’上

下功夫，就是要在潜移默化、绵绵用

力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

于我们的电影创作中。”在荆鲁洲看

来，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不是口

号一喊就万事大吉，而是要善于做

转化、通俗化、形象化的工作，讲好

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新疆故事。“我们

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发生在新

疆的美好故事进行深入挖掘，用电

影的形式，讲好新疆故事，增强文化

润疆的感染力。”

就电影创作来说，过硬的质量

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才能在市场

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天影厂始

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拍出

更多更好的主旋律题材的民族电

影，二是积极开拓适合更大市场，更

符合院线电影要求和观众期待的影

片。2021 年天影厂与博纳影业强强

联手、资源整合推出的重磅之作

——主旋律影片《平凡英雄》，正是

这一理念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依托新疆先天的自然和人文优

势，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无

不紧跟时代步伐，反映各个时期新

疆各族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年来的坚

守和创新，一次次地类型突破与市

场突围，让天影厂更加的“根深叶

茂”。天影厂的努力，也给行业带来

一些新的气象。这些极具新疆特色

的艺术表达，可以称之为民族电影

的标杆。

荆鲁洲说，文化润疆，“润”是目

标，也是方法。确保“润”的质量和

效果，增强文化吸引力，促使各族人

民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天影厂将

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提供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电影作品，既能满足各族人民

的文化需求，同时增强各族人民的

精神力量，用镜头书写大美新疆，用

银幕礼赞伟大时代。”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继

青春歌舞片《歌声的翅膀》之后，天山

电影制片厂再一次倾力推出的新作。

而影片的出品方——已经拥有

60 余年历史的天山电影制片厂也因

此再度以“在场”的姿态进入人们的

视野。

从 1960 年完成拍摄的第一部故

事片《两代人》到这部《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创作

上始终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尤其是

近些年来，更是创作了一批展现新疆

变迁、时代发展的作品——《真爱》、

《钱在路上跑》、《梦开始的地方》、《这

里是新疆》、《塔克拉玛干的鼓声》、

《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歌声的

翅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这些

作品中，《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

声》、《远去的牧歌》连续获得中宣部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真

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连续荣获

了中国电影“华表奖”。

沿着这些获奖的轨迹，大约可以

勾勒出这家拥有 60 多年历史的国有

电影制片厂一直“在场”的原因。与

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天影厂几

代电影人对电影事业、对新疆这片土

地也始终常怀初心。

多年来，天山电影制片厂，这个

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电影制片厂，每

年都会出品两到三部质量上乘的优

秀作品，而且每一部都深深地刻着

“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烙印。

无论是电影繁盛时期，还是上世

纪 90 年代末本世纪初整个电影行业

的低潮时期，天影厂从未“缺席”，一

直坚守着——犹如天山上的雪莲一

样，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能开出最

美的花。

地处中亚，与八国接壤，作为多

民族聚居地区，在新疆，仅世居的民

族就多达 13 个。荆鲁洲说，“不同民

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以及东西文明的

长期碰撞和交汇，在新疆产生了独特

的地域文化，为本土影视剧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竭的题材宝库。”而美丽多

样的自然风貌和多民族在共同生活

中产生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融合，可

以说是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创作

中拥有的最大优势。

一直以来，天山电影制片厂致力

于民族电影的创新探索，“润物细无

声”的人才培养，无疑给天影厂注入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始终延

续着一种特有的“味道”。这种“味

道”正是几代天影人对新疆多民族题

材电影入微的理解和创作的热情，是

天影厂的创作精神在几代人之间的

薪火相传。“多年以来，天影厂都保持

着一个传统，主要创作人员每年都会

选择新疆的一个地区深入采风，一起

开策划会来确定选题。”荆鲁洲说。

正是这样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

代的传承，让天影厂出品的电影作

品焕发出蓬勃的活力。荆鲁洲介绍

说：“目前在全国，我们影片的宣传

推广基本覆盖破亿人次，在新疆，我

们影片的发行收入，可以占到本土

电影票房市场一定的份额，这也是

我们近几年来在影片宣传、发行工

作上做出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影院观

看我们的影片，让新疆电影真正的

直面观众，直面市场。”

◎塑造可信可亲可爱可敬的拉齐尼·巴依卡

◎代代新疆电影人薪火相传，坚持民族电影创新探索

◎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用镜头书写大美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