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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桥》发“真实感”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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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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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宏伟主演的影片《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正在热映，影片重现

了“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为

救落入冰窟的儿童而英勇牺牲的

事迹。片中，拉齐尼·巴依卡在

暴风雪中为哨所送物资，在悬崖

边、冰河里陪战士们巡逻，而拉

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守卫祖国

边境线的执着信念，更是感动着

观众。影片上映以来，很多观众

走进影院，不少场次影厅内座无

虚席。即便是工作日，不少市民

利用午休及下班时间，走进影院

观看这部影片。观众希望通过在

大银幕上观看缅怀拉齐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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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齐尼才是值得我们去

追的星”

“拉齐尼才是值得我们去追

的星”，看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以后，不少观众发出这样的感

慨。3 月 18 日，该片一上映就收

获了好评如潮。

“电影真实地展现了新疆各族

人民之间兄弟般的情谊，让人特别

感动。”观众曼苏尔·帕塔尔说。

观众布海力且木·喀斯木则

表示，“拉齐尼·巴依卡舍生取义、

冲入冰窟营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

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今天

通过电影重现他的英勇事迹，我

十分感动！”

观众汤素琴在观影后深受感

动。她表示，“这是一部弘扬不屈

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的

优秀影片。拉齐尼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他用生命谱写了对党的忠

诚与无限热爱。”

更有观众在社交平台发文

称，影片所展现的新疆风貌和风

土人情都能够呼应拉齐尼的英雄

事迹。从他的家庭到他自身，这

种英雄的传递也呼应了中华民族

所崇尚的“家风”。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上映的消息传遍天

山南北，年近七旬多年没走进电

影院的退役军人吴典义，也“慕

名”前来观影。他感慨地说，“今

天看的这部电影非常感人，虽然

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新疆，也通过

媒体、电视知道一些，但今天让我

真正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信念，拉

齐尼? 巴依卡一家三代能在条件

那么艰苦的地方守边戍边一辈

子，不容易，最后为了救一名落水

儿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

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希望传递给观众珍惜当

下、怀揣感恩的价值观

“我父亲在上世纪 70年代曾

经在新疆修过铁路和桥，这次拍

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回到

了当年父亲挥洒汗水的土地，很

荣幸。”谈到拍摄感受，在《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中饰演刘朝的演员

贺刚说。

整个拍摄过程，贺刚带着双

重情感完成了表演，一方面是对

父亲的钦佩与敬仰，另一方面是

对拉齐尼·巴依卡的缅怀与崇敬。

拍摄的第一个月，贺刚在帕

米尔高原牵着牦牛，重走了拉齐

尼·巴依卡的寻边路，高海拔让他

感受到了生理上的呼吸压迫感，

每一座刻着“中国”二字的界碑则

让他认识到巡边工作的重要性和

神圣感。

“拉齐尼·巴依卡是和平年代

的无名英雄。”贺刚说，“每个时代

都需要不同行业的榜样来激励我

们。就像拉齐尼·巴依卡为代表

的巡边员，还有逆行的防疫人员，

不是谁都有勇气做到‘平凡中的

伟大’。”

酷爱户外运动、经常冬泳的

贾宏伟此次在《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中饰演刘红军，他非常钦佩拉

齐尼·巴依卡救人的勇气，“零下

的气温，落水不到 20 秒，人身上

就会像无数钢针扎一样，很快就

会失去知觉。究竟是怎样的意志

力，才能让拉齐尼·巴依卡坚持把

孩子救上来？！”

贾宏伟表示，每个时代都不

缺少善良和正义，但真正需要面

对的那一刻，只有伟大的人，才能

彰显他的伟大。

拍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饰演边防战士的贾宏伟满怀使命

感。“一声到! 一生到！现将连队

最艰险的山口交给你们！我们的

哨位，就是祖国的眼睛！我们的

身体，就是祖国的界碑！……”拍

摄退伍的戏份时，贾宏伟铿锵有

力的台词让参与拍摄的退伍边防

战士红了眼圈。“因为有了这些守

卫国土的战士、巡边员，才有了我

们安逸幸福的生活。”

采访中，两位主演都传递出

同样的期许：“希望《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上映后，能传递给观众珍

惜当下、怀揣感恩的价值观。更

希望年轻人能够记住拉齐尼·巴

依卡的名字，不只是他的事迹，还

有他代表的巡边员群体。”

本报讯 环球影业近日发布《侏

罗纪世界 3》中字特辑，克里斯·帕

拉特、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劳

拉·邓恩、山姆·尼尔、杰夫·高布伦

新旧“卡司”亮相。导演科林·特莱

沃若表示，这部片是给 1993 年斯皮

尔伯格开启的故事做一个结局，《侏

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两大系

列融合并走向终结。

特辑中新旧演员都聊到了当初

拍摄时的感受，对自己的影响，也透

露这一部规模极其宏大。《侏罗纪世

界 3》定于今年 6月 10日北美上映，中

国内地有望引进。

（花花）

《邓小平小道》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革职下放江

西，面临多重高压危机四伏，但始终

保持坚毅、乐观，初心不改。他深入

基层感知群众生活的疾苦，得出“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结论，为他

复出后进行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奠定

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雷献禾/卢奇

编剧：王兴东

主演：卢奇/于慧/雅玫/张译文

出品方：江西电影制片厂/佛山文

化发展投资/苏州广电传媒等

发行方：环鹰时代

《安家》

乌蒙市基层干部赵姑妈与收养

的女儿肖洁在脱贫奔小康、乡村振兴

中，引领以李有光为代表的脱贫户怎

样从旧寨搬到新楼，过上城市人的新

生活。

上映日期：4月20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金琛

编剧：王言英/黄慧怡/沈洋/沈力

主演：娜仁花/范雷/卢映/刘珈彤

出品方：云合影从/龙虎风云/国

影风云/云南能投昭通

发行方：寰球影视/谷泰映画

《亡命救护车》（美）

该片翻拍自 2005 年同名丹麦

电影，讲述了一个从阿富汗回来的

老兵被兄弟拉下水去抢劫银行，随

着事态的升级，兄弟之间的老矛盾

再次出现，他们要在艰苦环境下努

力求生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动作/罪案

导演：迈克尔·贝

编剧：克里斯·费达克等

主演：杰克·吉伦哈尔/叶海亚·阿

卜杜勒-迈丁/艾莎·冈萨雷斯

出品方：环球影片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青花马》

讲述了在美丽的阿洛草原上，因

为非物质文化“拉伊”、“逗唱”两位主

人公而展开的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剧情

导演：唐突

编剧：唐突

主演：次真/完颜羽珊/多杰吉

出品方：青海大唐文化产业集团

发行方：谷泰映画

《花渡好时光》

执意回乡创业复兴小镇的名校

高材生周士琦参加创投大赛惨遭滑

铁卢。为了阻止不良商人过度开发

古镇，也为了证明自己，一群失落的

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苏竞元

编剧：苏竞元

主演：陈泽轩/王冰/顾婉靖/葛凡之

出品方：苏州新相事成文化/青年

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苏州新相事成文化

《戏是人生》

随着林尽的技艺越发成熟，他在

潮剧上的天赋也随着显露。正当林

尽的 人 生 开 始 花 团 锦 簇 的 时 候 ，

人生再次和他开了玩笑，林尽，失

声了……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剧情/戏曲

导演：陈晓亮

编剧：陈晓亮/阮凌峰/周庆顺/乐

路加

主演：徐柏文/易登林/孙语涵/代

佳灵

出品方：汕头东晟传媒

发行方：咏年影视文化传播

《盗猎者之彼岸花》

文物被盗，教授Hoffman失踪，各

方势力蜂拥而至，到底有什么惊天大

阴谋？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剧情/悬疑

导演：李克

编剧：佟飞

主演：王婷/肖一鸣/栾可昕

出品方：金盾影视文化中心/杭州

紫海欢腾影视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村里的年轻人》

讲述一群有知识、有抱负的年

轻人返回家乡，通过发展药茶产业，

带动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乡村振兴

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22日

类型：剧情

导演：李艳秋

编剧：梦妮

主演：赵一鸣/夏娃/裴晨伟/谭锦宸

出品方：陕西景辰未来影视传媒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本报讯 电影《新神榜：杨戬》发

布“初见君”版先导预告和“逍遥游”

版先导海报，杨戬携“新神榜”系列

新作来袭。海报尽显杨戬闲适悠哉

的性格特质，预告则在初探片中奇

幻新世界的同时，将杨戬的“神颜”

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即将在今年

7 月全国上映。

先导海报中，杨戬与哮天犬同

行于山间，哮天犬欢脱的神情与杨

戬悠哉地拿着酒壶豪饮的状态相映

成趣，而背景中云层包裹的“天眼”

霸气外露，也给故事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面纱，封神大战后，杨戬缘何变

成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闲适逍遥

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

的往事？这一切都有待影片上映后

揭晓。

同时发布的“初见君”版先导预

告则让杨戬的“神颜”一览无遗，无

论是杨戬面对同伴问询“二爷，好久

没开张了，得挣钱了”时心不在焉的

神态，还是趴在木质古风飞船船舷

上惬意的远眺，都让其无愧“史上最

帅”杨戬的名号。预告中，杨戬伸懒

腰时的一句“那咱们去碰碰运气”所

展现出的悠然自得，与杨戬战胜敌

人后“疼疼疼，头还挺硬”的幽默吐

槽，也为影片增加了一抹轻松闲适

的色彩。

《新神榜：杨戬》此次发布的预

告还展现出蓬莱仙岛极富想象力的

场景，独具东方特色的奇观建筑鳞

次栉比，各式飞船穿梭在云间，一幅

前所未见的古风仙侠奇景映入眼

帘，奇幻感扑面而来，令人大饱眼

福。而戴着斗笠的杨戬与妖怪的

“巷战”场面也预示着这是一个危机

四伏的新世界，“新神榜”体系下的

杨戬即将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之旅。

作为“新神榜”系列全新力作，

本片在《新神榜：哪吒重生》的基础

上更进一步，主创团队用别具一格

的想象力讲述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神

话故事。不少观众看完预告后惊呼

“史上最帅杨戬来啦”，还有观众表

示“预告中对蓬莱仙岛的呈现令人

耳目一新，很期待在这个背景里发

生的冒险故事”。

《新神榜：杨戬》由上海追光影

业、浙江东阳小宇宙、哔哩哔哩影

业（天津）出品，浙江东阳小宇宙

发行。

（杜思梦）

“新神榜”新作《新神榜：杨戬》7月上映

本报讯 由李玉执导，方励监

制，马思纯、王俊凯、范伟领衔主演，

将于 6 月 2 日上映的电影《断·桥》发

“真实感”特辑。片场拍摄时，“真

实、真实、真实”几乎是李玉导演的

口头禅。这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无

论是造型场景、拍摄手法，还是演员

扎根角色的表演，都严格以“真实”

来把控。李玉坦言，“真实的东西，

是所有表演的筋骨”。

《断·桥》中黄雀市大桥突然垮

塌，桥墩中一副被活埋多年的人骨

赫然惊现。死者女儿闻晓雨（马思

纯 饰）为追查父亲死因，得到一个

自称孟超（王俊凯 饰）的男孩协助，

并携手走上探寻真相与复仇之路。

渐渐地，他们发现，闻晓雨的养父朱

方正（范伟 饰）很可能就是杀人凶

手，而他背后似乎隐藏着惊天的秘

密……

《断·桥》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

电影，在找寻故事发生的环境，费了

相当大的功夫。电影的美术指导郑

辰表示，“导演当时提出的要求，就

是让环境真实可信，是要让人物从

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因此在拍

摄前剧组花费三个月时间堪景，最

终定下来四川。而片中仅有 3 分钟

冷却塔场景的戏，剧组跑遍全国寻

找。方励也直言，“决不能穿帮，重

视细节，才能让演员和观众真实的

相信。” （影子）

《搜救》发“救子”版先导预告

本报讯 日前，由甄子丹领衔主

演并监制，罗志良编剧、导演的电影

《搜救》发布“救子”版先导预告。

此次是甄子丹首次挑战搜救题

材，饰演一位丢失儿子的父亲。极寒

的拍摄环境中，多场高危戏份甄子丹

坚持亲自出演，数次受伤。

《搜救》由甄子丹领衔主演，韩

雪、贾冰、唐旭、侯天来、徐光宇、林辰

涵、胡明等联袂主演。影片将于2022
年上映。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路阳执导的《风

起陇西》发布海报，主演陈坤、白宇身

穿汉代服饰，并肩而立。

在剧集中，陈坤饰演的陈恭与白

宇饰演的荀诩互相猜忌，最终又被对

方的才华和气度折服，成为了一对挚

友。此外，聂远、常远、尹铸胜等人也

出演这部古装大作。

海报上也出现“根据马伯庸同名

小说《风起陇西》改编”的字样。故事

以三国时期魏蜀两国的大战作为背

景，在战场厮杀的同时，一场间谍渗

透和反间谍的暗战也拉开帷幕。据

悉，《风起陇西》将于4月27日起与观

众见面。

（花花）

路阳《风起陇西》发布海报

本报讯 近日，由新锐导演王子

执导，陈小春、彭敬慈、郭珺等主演的

电影《环线》将于 4 月 20 日与影迷们

见面。

《环线》讲述了以刀哥（陈小春饰）

和高飞（彭敬慈 饰）为首的一群普通

人，在一场离奇的地铁事故中，遭遇到

变异嗜血的生化蜈蚣，众人从一开始

的猜忌自保，到最后齐心协力共同对

战地底巨兽的故事。影片中凶残无比

的怪异巨型蜈蚣、诡谲莫测的地下洞

窟、坠落深渊的环线地铁，所有的一切

都让逃生之路变的危机重重。

电影不仅延续怪兽片的惊险刺

激，还以灾难类型融合人性温度的叙

述方式，深刻揭示人物在生死危急的

环境中，对人性情感的极致化表达。

（花花）

《环线》定档4月20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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