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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江湖兄弟情义

港片《边缘行者》正在全国火热点

映中，作为一部港式江湖片，影片

一路刷新好评，被不少观众盛赞

为 4 月银幕最大的惊喜。近日，影

片发布“兄弟情深”特辑，为观众

揭秘老男孩们的情义“炼成记”。

“兄弟情深”特辑满足了点映

观众“兄弟情永远看不腻看不够”

的心愿呼声，将台前幕后的缤纷

情义打包，向观众呈现了江湖片

背后兄弟们的嬉笑温暖。熟悉的

搭档、热络的氛围，一幕幕撩动观

众嘴角，让人不愿从这场情义深

厚的故事中醒来。花絮中，“嚣张

阿骆”任贤齐时而化身“任三岁”

在好兄弟面前耍宝搞笑，时而拨

弄琴弦与大哥任达华共唱一首兄

弟之歌。热闹、温馨无时不围绕

在老男孩们身边。

“兄弟情深”特辑的发布，让

观众对影片中的兄弟情义有了更

为深刻的理解。“我们几个在一

起，那感觉就像从小混到大了”，

如《边缘行者》中新联盛兄弟帮的

识 于 微 时 ，有 着 惺 惺 相 惜 的 情

谊。代表着无数港片影迷集体回

忆的任贤齐、任达华、方中信、谭

耀文、吴卓羲、陈国坤、林晓峰等

人的世纪大重逢，则成功将这份

情谊自幕后蔓延至大银幕。正如

任贤齐在特辑中所述：“不用演就

可以把实际的情感反射到这部戏

里。”演员情绪的投入与契合，也

成功令影片呈现出直击观众内心

的情感表达。

除了极致的情感塑造，《边缘

行者》在立意与核心的表达上也

毫不含糊。作为贯穿影片的重要

核心，兄弟情以及挥之不去的家

国情怀都是打动观众的重要因

素。影片中，阿骆处在混乱且复

杂的时局环境中，面对各方明枪

暗箭，依然坚守民族大义，阿骆的

角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英

雄主义，将小人物的自身荣辱与

民族结合于一体，提升了人物的

精神品格，也将纷乱时局下小人

物的家国情怀尽展无疑。赤诚的

民族情义触碰到了许多观众柔软

的内心，带来鼓舞心灵的力量。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喜剧电影《东北

告别天团》发布笑星集结版预告

及 海 报 ，影 片 即 将 与 影 迷 们 见

面。影片由崔志佳执导，由崔志

佳 、宋 晓 峰 领 衔 主 演 ，张 琪 、老

四、刁彪、李昆鹰主演，于洋友情

出演，孙越、梁龙、赵海燕、张子

栋、韩彦博、衣云鹤、美娜、李会

长友情客串。电影通过一场不寻

常的葬礼展现人间悲欢，讲述生

活本就不顺的范大明白意外接下

牛硬朗的神秘大单，在此期间发

生不少趣事并牵扯出一段陈年恩

怨，由此传达出对“赎罪和原谅”

的思考。

俗 话 说“ 生 和 死 乃 人 生 大

事”，《东北告别天团》正是以此为

背景，将目光聚焦到生活在东北

大地上特殊的小人物，借助东北

人豪爽幽默的喜剧特质展现出人

与人之间关于原谅和救赎的人生

内核。电影以奇特的角度来展现

出关于“赎罪与原谅”的思考，同

时借此传达给观众正确的观念：

人终会犯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

包容和鼓励引导犯错的人走向正

轨，同样犯错的人也需要珍惜这

样的机会而积极生活。 （花花）

《东北告别天团》预告海报首发

本报讯 历经一个月的陪伴，由

纪录片导演范俭执导、快看世界出

品的的第一部中国当代漫画家生

态的纪录片《漫画一生》4 月 14 日

收官。

《漫画一生》以细腻生动的视

角向大众展示了漫画家们的工作

生活，他们可能被误解、被举报、

被嘲笑、甚至陷入窘境，但他们

不曾放弃，执着地用笔描绘着自己

的梦想，让大众看到和了解到当代

国漫。

该片自开播以来，受到众多观

众和漫画粉丝的喜爱，观众纷纷表

示“被追梦者的热血打动”，更了解

国漫崛起背后的艰辛与不易。截

至目前，《漫画一生》在各平台累计

播放量破千万，“纪录片漫画一

生”、“国漫背后的漫画家有多努

力”等相关话题也登上社交平台热

搜，话题阅读量突破 3.5 亿。

以“漫画一生”为名，不仅仅是

一句朴素的誓言，更是漫画人一直

的坚守。作为第一部中国当代漫

画家生态纪录片，《漫画一生》从漫

画家的工作、生活、合作伙伴等多

视角全方位展现漫画行业的悲喜，

它回顾过去的辛苦，剖析当下的困

境，同时展望未来。随着纪录片

《漫画一生》的播出，纪录片在各平

台收获大量好评，也引发了众多漫

画家的共鸣，纷纷表达感想“恭喜

漫画有了纪录片”、“为漫画而生的

人，都有一个即便穷尽一生，也想

去画的故事”。不管是主动迎击困

境的老作者，还是刚踏上漫画行业

斗志昂扬的新作者，鲜明的漫画家

们给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

录片《漫画一生》让普通观众了解

到漫画行业，共情到漫画人的热血

和热爱，这是漫画行业的现状与困

境第一次被纪录片呈现，能让更多

圈外人意识到漫画行业的存在，是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我们想让漫画家过得有尊

严”是漫画家、快看创始人陈安妮

的人生信念。她表示，希望有越来

越多人加入到漫画这个行业里来，

只有作者够多、从业者够多，才能

真正改善漫画家生态。

（杜思梦）

纪录片《漫画一生》在感动与热血中收官

本报讯《误杀瞒天记》已于 4
月 15 日全国上映。影片近日发布

“善恶交锋”版海报，海报以父亲维

杰和督察长米拉为主要人物，展现

了一个为了守护家人而用尽心血

与智谋的父亲和一个不顾一切誓

要找到儿子的母亲之间的高智商

对弈。维杰端坐在桌子面前，他身

后的电视画面中播放着他看过的

电影，暗示维杰从中学习反侦察知

识并将其合理化，从而“瞒天过

海”。督察长米拉身后是维杰一家

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她抽丝剥

茧，从似真似假的口供与证据中分

析出维杰一家存在调换时间线的

可能性，但苦于没有证据使案件陷

入僵局。

两人气势十足，紧皱的眉头与

犀利的眼神透露出坚定与决绝

——为了孩子，他们不惜一切。从

维杰的角度来看，女儿误杀萨姆是

为了自保，但萨姆的母亲贵为督察

长，印度警察对待普通平民的方式

更是让维杰不敢奢望警察会帮助

自己、会理性对待这个正当防卫的

事件。对米拉来说，失踪甚至死亡

的是自己的儿子，而作为督察长，

她同样有责任和义务让案件真相

大白。两人之间的较量“善恶”难

辨，而这场瞒天过海之计将如何收

场，让人拭目以待。

“高能烧脑”、“悬疑神作”是观

众对影片的第一印象，作为内地电

影《误杀》的原版，被多国多次的反

复翻拍验证了《误杀瞒天记》夯实

的剧作基础，其缜密的剧情设计、

巧妙的反转都让影片成为了悬疑

犯罪影片中的经典之作。此外，片

中呈现的道德与法律上的交锋，印

度警民矛盾冲突中展现出的人性，

两对父母对孩子截然不同的教导

方式，都充满着看点。

该片大胆地讽刺了印度基层

司法的腐败，为了破案，警察用私

刑逼供，想要从司法途径寻求正义

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为了守护家

人，维杰能够利用的只有脑中的知

识，以及长期以来被强权欺压的民

意。在警察对小女儿施压甚至殴

打后，警察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到达

了顶峰，正如网友评论“这是民意

的胜利，也是法律的悲哀”，这场情

义与理法的较量最终将如何平衡，

值得走进影院观看。

（影子）本报讯 近日，由青春光线、光线

影业、英事达出品，吴洋、周男燊执

导，任敏、辛云来领衔主演，李孝谦主

演，周雨彤、陈宥维特别出演的电影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发布片尾曲

《时间的风》MV，全能唱作人唐汉霄

倾情献唱，打动人心。

《时间的风》献给在两座城市之

间相爱，从未停止双向奔赴的异地情

侣们。歌曲由实力唱作人唐汉霄作

词作曲并演唱，继《让我留在你身边》

《无名之辈》后的暖心力作，用极具穿

透力的声音将异地恋人的极致思念

温柔表达，细腻又不失温情。《我是真

的讨厌异地恋》由任敏、辛云来、李孝

谦、周雨彤、陈宥维共同演绎一则相

爱却受距离考验而问题不断的“异地

恋”故事。在高考之后，赵一一（任

敏 饰）向暗恋多年的许嘉树（辛云来

饰）表白，却命运弄人般的开启一段

异地恋。他们坚信熬过异地，就是一

生，只要相爱，距离不是问题。可远

距离恋爱的天然阻碍考验着他们，赛

赫（陈宥维 饰）的出现以及闺蜜乔乔

（周雨彤 饰）和李唐（李孝谦 饰）一波

三折的爱情也让他们对“异地恋”有

了新的认识，更加笃定地迎接未来的

挑战。

唐汉霄曾为多部热门影视作品

创作 OST。他曾创作过电影《摆渡

人》的主题曲《让我留在你身边》，电

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无名

之辈》，被称为华语乐坛先锋创作

人。此次创作并演唱电影《我是真的

讨厌异地恋》片尾曲《时间的风》，歌

曲旋律从温柔婉转到充满浪漫的力

量，体现了异地恋情侣彼此相信、彼

此不断靠近的真心；歌词中写出了异

地恋人难舍难分真挚感人的情感：

“不管有多远的距离，不管去哪里都

可以”；“要和你奔赴，不问归期，胜过

千言万语，相信终点的人会是你”是

无 数 相 爱 的 恋 人 对 克 服 距 离 的 坚

定。网友纷纷表示：“太期待了，真的

很想去电影院看我们的故事！”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聚焦当

下 万 千 情 侣 挥 之 不 去 的 恋 爱 障 碍

——异地恋，话题的普世性带来超高

讨论度和超强带入感，使其在一众爱

情电影中脱颖而出。该片的创作初

衷正是想要去为异地恋情侣们创作

一部属于他们的电影，献给那些在

《时间的风》MV 里露出的，和无时无

刻不在发生的无数异地爱情故事，展

现年轻人异地恋情侣的真实心境，勾

起观众对年少时代爱情的回忆。日

前，已有超过 18.5 万人在猫眼平台标

记“想看”，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异地

恋”话题的爱情电影，影片的超高讨

论度和超强代入感令人期待。

该片将于 4 月 29 日全国上映。

（影子）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发布片尾曲《时间的风》

《边缘行者》幕后特辑尽展“老男孩”情深

《误杀瞒天记》上映收获好评

本报讯 近日，“华语青年电影制片

人高峰对话”在浙江举办。任仲伦、马

中骏、叶静、刘志江、刘智海、陈焕宗、焦

爱民、谭华、杨城、单佐龙、赵晋、成伟

芳、李园、史雪云等从业者以及北京电

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胡智锋，浙

江传媒学院副院长李文冰、浙江传媒学

院华策电影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晋林等

学界专家学者参与对话，从不同角度把

脉华语制片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会议

由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副院长

向宇、濮波和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博士

李阳联合主持。

胡智峰以“后疫情、青年、制片人”

为题，肯定了这次高峰对话的重要意

义。他认为如何应对疫情给影视行业

带来的挑战是一个重大课题，他还坦言

青年人是电影电视生产的主角，影视的

未来希望在青年，并表示制片人是推动

影视发展的关键枢纽，中国特色制片人

的培养培育和推进是整个电影电视行

业的关键抓手，抓住这批人将会为中国

的电影电视生产和传播带来最关键的

影响。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

家协会主席任仲伦以“中国电影进入品

质时代”为题，表示中国电影要告别流

量时代、迈向品质时代，并从三个向度

分析了中国电影为何以及如何迈向“品

质时代”。他认为，在国家层面，考量

“好的电影”，需要历史使命、社会责任

与艺术审美，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国电影朝纵深发展的殷切期盼；在观众

层面，要树立观众是电影发展主体的意

识；在创作者层面，制片人和导演（主

创）需要自我的历练和超越。“只有解决

了这三个大的问题，中国电影才能真正

走进品质时代”。

任仲伦还特别强调抓住文本对于

制片人的重要性。他结合奥斯卡最佳

影片启发青年制片人，除了依靠特效和

明星以外，最根本的还是依靠文学的力

量以及文学塑造人物的力量。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马中骏围绕“后

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产业的融合与变革”

进行了主题发言。他认为，融合和变革

则是电影产业在疫情之后是否能够突

围的关键。融合的角度，是指在电影产

业（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整个环节中，

必须提高后两个环节（发行和放映），拥

抱互联网、利用流媒体，中国电影产业

才能迎头赶上。变革的角度，则需要中

国电影不断提升技术含金量。

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叶

静发言的题目为“疫情影响下中小成本

电影制片的机遇与挑战”，她从自己的

亲身从业经历出发，用鲜明的案例提出

策略为先、寻找合适的投放档期、在危

机中寻找动力等建设性意见，为中小成

本电影制片人在疫情时代描绘了一幅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蓝图。

制片人、导演刘志江以严谨的逻

辑、专业的眼光强调了项目策划、融资

等环节对于动画电影制片的重要性，指

出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制片人，必须具备

各种融会贯通的能力。而树立专业和

科学的精神，将做人和做电影融为一

体，是制片的最高境界。

寰亚电影公司中国公司顾问陈焕

宗从自身电影宣发、策划经验出发，提

出了制片必须具备的修养，他认为：“制

片人在当下的电影市场，怎样用求新、

求变的眼光选择题材是核心要素。”针

对疫情对观影意愿的影响，陈焕宗表

示，在此之下，更重要的是做好制片工

作。这需要制片人更加清楚中国电影

市场，深入了解中国电影的历史演变，

全方位了解每个阶段市场状况的迥异，

这也将为后疫情时代制片人转换赛道

提供思路与方向。

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

院副院长、导演刘智海在《诗性电影：从

摄影到美学》主题演讲中阐明了从观

念、技术、现场、创造四个方面进行影视

摄影与制作专业的教育理念。他提出

要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维度上深刻掌

握摄制技术，传达时代声音。

他以自导作品《云霄之上》为例，梳

理出中国诗性电影建构的美学依据、资

源、风格和路径，即从电影语法与修辞

系统、有限与无尽的时空观、影像留白

等方面展开叙述，展示了艺术性与专业

性兼具的教育方式对学生创作的精进

作用。

制片人焦爱民在题为“关于中国主

流价值观电影的思考”的演讲中以“何

为中国主流价值观电影？”、“如何制作

中国主流价值观电影”的两个问题意识

为切入口，从生产方式、文化定位、国民

口味等角度讨论了如何建设中国主流

价值观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导师、导演谭

华结合个人教学和创作的经验，通过具

有说服力的案例讨论影视制片教学中

产学研结合的方法和途径。她认为，高

校影视制片教育需要进一步融入行业

实践，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制片业界精英

投入影视教育，从而形成双向互动的良

性循环。

制片人杨城从青年导演资助、电影

教育、建设从业者交流平台、电影节展

文化建设、短片创作、电影评价体系等

几个角度讨论了青年电影和青年电影

人的发展路径。

电影《路边野餐》制片人、荡麦影业

联合创始人单佐龙则通过详细的数据

分析梳理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全

球电影市场中的位置变化，分析中国电

影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建构全

球价值。他认为，一部真正“好电影”的

价值不能仅仅以某一单一市场的认可

和票房收入定论，同时也要看它在全球

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的表现，以及它在

电影史上的位置。

据悉，本次活动是浙江省委宣传

部、浙江省电影局等主办的“浙江青年

电影周”特设单元“浙江大学生电影周”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华策电影学院承

办。 （姬政鹏）

浙
江
青
年
电
影
周
﹃
华
语
青
年
电
影
制
片
人
高
峰
对
话
﹄
举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