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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正式公布主竞赛单元入围片单。由

杨荔钠导演，尹露监制，吴彦姝、奚美娟

领衔主演，文淇特别主演，朱时茂友情出

演的现实主义亲情电影《妈妈！》从海内

外众多影片中脱颖而出，将有机会角逐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

《妈妈！》讲述 85岁妈妈照顾 65岁

阿尔茨海默病女儿的亲情故事，通过影

片中这对老年母女的生活，聚焦老年群

体与阿尔茨海默家庭，导演的这份勇气

和真诚难能可贵，影片也因此颇具现实

意义和探讨价值。

影片之前发布的长预告中，同为退

休大学教授的母女俩，性格却始终迥

异。妈妈“蒋玉芝”原本有着娇羞淘气

的性格，时常做出一些顽皮的举动来引

起女儿的关注，而女儿“冯济真”则是一

副严谨学者的做派，时刻都保持着仪态

和行为的端正。随着剧情的发展，妈妈

变得越发勇敢无畏，像“母狼”时刻保护

着自己的“幼崽”，病中的女儿则越发敏

感脆弱，对妈妈日渐依赖，也因为妈妈

的陪伴和鼓励，开始显露天真烂漫的心

性。两位演员的表演真情流露，相辅相

成，将各自人物塑造得立体生动，更将

生命尽头彼此搀扶又相互成全的母女

亲情展露无遗，一个细微的表情便足以

令银幕下的观众唏嘘落泪。

除了影片的两位主演吴彦姝、奚美

娟，特别主演文淇、友情出演朱时茂的

惊喜加持，也令人期待倍增。从此前影

片释出的人物造型来看，文淇饰演的周

夏一头红发，眼神中尽是不羁，手腕上

戴着透露角色前史的镣铐，显得神秘十

足，更令人好奇作为不同代际的女性，

她将与影片中的母女俩产生怎样的互

动。朱时茂饰演的医生则给人十足的

安全感，目光中满满的坚定和希望。

影片的幕后班底更集结了行业内

优秀的电影人，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影片美术指导翟韬，影片的主创团队

均为女性。导演杨荔钠深耕于女性题

材电影的创作，本片中更进一步探索

中国电影“她叙事”的维度；监制尹露

曾监制《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

姐》等作品，其作品的现实性与共情力

广受观众好评；摄影指导余静萍曾为

《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等影片掌

镜，更屡获主流电影大奖的肯定；代表

作《夺冠》、《少年的你》的造型指导吴

里璐；曾为《我不是药神》、《推拿》等电

影操刀的剪辑指导朱琳；曾为《送你一

朵小红花》、《人生大事》制作声音的声

音指导刘晓莎……各自领域内杰出的

女性电影人们携手合作，只为让中国银

幕的女性身影更加鲜活，女性声音更加

嘹亮。

（影子）

本报讯 将于8月13日开幕的第12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近日正式宣布了“天

坛奖”入围影片，由尔冬升执导，根据

“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入围主竞赛

单元。

片方同时首次发布了先导海报与

部分剧照：陈宝国、马苏、阿云嘎、王锵、

罗意淳、王楚然、黄尧、白宇帆、曹骏、张

铭恩、丁程鑫在片中的造型悉数曝光，

还有众多蒙古族演员及老“戏骨”加盟

助阵。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取材于真

实历史事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新中

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大批南方孤儿面

临营养不足的危机。在这个关头，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向中央请缨，

本着“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原则，

将大约3000个来自南方城市的孤儿接

到了大草原上，交给淳朴善良的牧民们

收养。在这里，远离家乡的孩子们将要

学着融入新的环境和家庭，面对新的家

人。而他们所有的不安与伤痛，都将被

人间的真情与大爱一一化解。

首款海报上，蓝天白云之下，是一

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远处牛羊成

群，提着牛奶的牧民、与小羊玩耍的女

子、骑马放牧的少年，呈现出的仿佛是

一个草原家庭温暖宁静的生活日常；近

处，一个眼神清澈的小女孩贴在马背

上，似乎在跟马儿说着什么。和谐美好

的画面，将观众的期待值瞬间拉满，让

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个家庭将会

发生怎样的故事。

影片出品人、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曾涵表示，《海的尽头

是草原》是近年来同一主题影视作品中

的佳作。“人物成长，草原大爱，母子情

深，人性之美，都蕴含在曲折的故事情

节中娓娓道来，影片情绪饱满，贴近实

际，拉近了主人公与普通观众的距离，

可谓‘润物细无声’。”影片的总制片人、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也表示：“这

是一部讴歌民族团结、传递人间真情与

人间大爱的动人之作，相信每一位看过

的人都会为之感动！”

《海的尽头是草原》由内蒙古电影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博纳影业集团

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出

品，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蒙古文

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北京博纳

国际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曾涵、于冬、李捷、赵海城任出品人，于

冬任总制片人，白洁、蒋德富任制片人，

尔冬升导演，李锦文监制，陈宝国、马

苏、阿云嘎、王锵、罗意淳领衔主演，王

楚然、黄尧、白宇帆、曹骏、张铭恩、丁程

鑫友情出演。 （杜思梦）

本报讯 7 月 27 日，由中侨基业文

化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来喜影业有限公

司、重庆华熹影业有限公司、重庆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重庆中侨长盛影业

有限公司、福建自安然影业有限公司、

盛福来影业（平潭）有限公司、广东万山

红影业有限公司、江苏红天下影业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金少丽担任总制片人、

金毅担任制片人，邓安东执导，李倩、保

剑锋、刘仪伟、陶慧、郝邵文、王莎莎、来

喜、李菁、万国鹏、邓文森、王恩卓等主

演的爱国教育励志题材院线电影《你

好，恩师》在重庆铜梁开机。

开机发布会当天，重庆广电集团、

重庆电影集团、铜梁区委区政府代表及

导演邓安东、演员李倩、王恩卓、中侨基

业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林、北京

来喜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少丽、重庆

华熹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林祝、福建

自安然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毅、盛福

来影业（平潭）有限公司制片人张超、重

庆华熹影业有限公司项目顾问涂莅军

等亮相开机现场。

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上

世纪90年代初人民教师李丽华在凤栖

山村支教的故事。彼时，李丽华与学生

林晓博相识相知，学校因生源不足被关

停，但困难并未让李丽华放弃对学生的

教育，她带着晓博去县城上学，时刻给

予对方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来，晓博顺

利考上大学，始终牢记着师恩，砥砺前

行，他在人生道路上更是明白了回报师

恩便是要努力成为与老师一样的人。

开机现场，邓安东分享了自己拍这

部电影的初衷，他表示这部影片从筹备

到开机总共耗时5年，之所以把这部电

影命名为《你好，恩师》主要是因为老师

和学生就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当他们

再度相见时，一般都会用“你好”作为开

场白。邓安东表示：“不同于普通的师

生情电影，《你好，恩师》不只讲述了师

生感情，还将为观众展现了林晓博的成

长历程，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观众

明白，老师对学生的爱永远是无私的，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学生，也

没有忘记爱任何一位学生。”

片中饰演青年李丽华的李倩也来

到开机现场，她说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拍

摄充满了期待，看完剧本之后就被李丽

华的事迹深深感动，还不由自主地想起

了自己的小学班主任，想起了在小学课

堂上，与同学们一起说“老师好”的场

景：“老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观众讲好李丽

华老师的故事，让他们感受到老师的无

私与伟大。” （姬政鹏）

本报讯 7月30日，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宣布，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将首次设立“艺术主席”，由著名

演员巩俐担任。此前，巩俐曾多次与

北京国际电影节“结缘”，还在 2021

年担任过“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

据悉，“艺术主席”在国际电影节

中大都担任“特殊策展人”的角色，巩

俐将通过自己的艺术影响力助力发

掘更多海内外优秀影片。 （花花）

（上接第1版）

九大主体版块活动

京港合作促进中国电影繁荣发展

今年北影节活动包括“天坛奖”

评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

北京策划·主题论坛、北京市场、电影

嘉年华、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

奖典礼、“电影+”九大主体版块，并继

续联合爱奇艺在线上举办为期两周

的“云上北影节”。

今年还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北京国际电影节与香港国际电影节

开展深度合作，在开幕式上，两地电

影节将发布合作协议，加强两地青年

影人的培养与交流。两地电影人将

表达京港电影合作共赢的信心和决

心，促进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北京展映”汇聚百余部佳作

首次在秦皇岛举行“沙滩放映”

每年的北影节都是在邀请影迷

们共赴一场相约已久的光影盛会。

今年北影节的“北京展映”精选百余

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于 2022年 8月

12日至 21日进行展映。备受瞩目的

“天坛奖”入围影片和“注目未来”参

选影片将会在北京展映中与影迷们

见面。为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而特

别策划的“特展：光影浪潮·香港电影

新动力”单元，放映中国香港新近佳

片和经典影片的最新修复版。另外，

本届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河北省

秦皇岛市蔚蓝海岸举办“沙滩放映”

活动。

此外重点展映影片还有：希腊电

影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代表作品

回顾展，2022年新鲜出炉的日本高口

碑动画作品《犬王》；以及上一年度全

球电影节获奖的作品《阿尔卡拉斯》、

《稍微想起一些》；以及影史经典“安

托万五部曲”、《最后华尔兹》、《月升

中天》等作品的最新数字修复版等。

今年爱奇艺“云上北影节”将继

续创新升级，让光影之梦踏云而来。

影展规模近百部，设置了“特展·迎接

二十大”、“特展·‘天坛奖’评委会主

席作品回顾”、“第一视角”、“阿根廷

电影周”、“网络新浪潮”等9个单元。

“电影强国论坛”为发展建言献策

“大师班”促成影人交流

本届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系列活

动以电影强国建设主题为统领，助力

中国电影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电

影强国论坛”重点发挥宏观指引作

用。开幕论坛的主题是“奋进新征程

—光影不息 燃梦未来”；另两场论坛

主题分别为“‘高峰’电影作品的探

究、追求和打造”以及“新时代电影评

论的创新与提升”，聚焦电影高峰创

作、电影评论两大电影发展的重点课

题。

电影节还将举办两位评委李雪

健和柯文思大师班，邀请他们从创作

和制作的层面分享实用经验与新锐

观点，讲述他们对于电影梦想所散发

的光与热。

“北京市场”提供行业服务

发掘新人新作激发创造活力

“云上市场”在现有官网平台基

础上，首次登录百度“希壤”元宇宙空

间，打造全球第一个“元宇宙电影

宫”。创投单元报名数再创新高，853
部作品经过三轮筛选，最后呈现到尔

冬升、张雨绮、梁琳、朱玮杰等几位评

审面前。300余名拥有短片拍摄经验

的青年导演报名北影节“创投训练

营”，将以“北京·未来”为主题，紧扣

科幻内核进行创作，计划拍摄、推出5
部短片，并将首次邀请郭涛等演技派

演员以艺术顾问身份参与。

“电影嘉年华”

打造影娱一体化新地标

北影节的电影嘉年华于 8 月 14
日至27日举办，以“逐梦光影、影向未

来”为主题，围绕五大场地，整体推出

48项沉浸式文化活动，并首次融入短

视频竞赛、影人欢乐跑、游戏动漫电

影单元主题活动。

其中，分别围绕“童向未来”、“舞

向未来”、“致向未来”、“爱向未来”、

“心向未来”，在鹿世界主题园、影都

花海、杨宋镇综合文化中心、伴影良

甜休闲区、童牛影视小镇五个场地精

彩亮相，游园、饮食、电影等多项活动

联动举办，让广大市民互动体验电影

文化的魅力，全方位展示“来影都过

周末”的新成果和怀柔文旅发展的新

面貌。

“电影+”深度跨界融合创新

首次纳入“微博电影之夜”等活动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

间的“电影+”活动，将让电影艺术

叠加更多跨界新意，体现科技创

新，让更多人得以破壁参与“电影

文化”，畅享其间。“微博电影之

夜”、“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中

国·北京电影之夜”将首次作为北

影节活动亮相，进一步发挥北影节

在带动电影相关产业、服务广大市

民等方面的影响力。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还

会举办“注目未来”单元、“一声所

爱”电影金曲线上系列音乐会、游

戏动漫电影单元、“剪辑的力量”论

坛、科技单元、北京民族电影展、北

京国际舞蹈影像艺术季、科幻论

坛、短视频单元、真实影像计划、影

人欢乐跑、“品牌助力中国电影”公

益直播、E 创志愿者行动等跨界融

合活动。

动画宣传片定格中国文化

发布会上，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出品，CMG“拍得漫”工作室制

作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动画

宣传片也正式发布。这支动画短片

的主角是十二个生肖福娃，采用的是

定格动画的拍摄方式，定格动画是最

古老、最经典的动画类型之一，每一

秒钟都是由 12 帧画面组成的，每帧

画面都需要动画设计师单独摆放、单

独拍摄 12 次，用定格动画的形式宣

传北京国际电影节，就是对电影人的

致敬，正是因为有了电影人的慢慢雕

琢，才让时间慢下脚步，成为永恒的

艺术。

这支动画片出现的所有人物、场

景、道具都是按实物的尺寸缩小制成

的微缩景观，其中一间古色古香的四

合院是用混合材料制成的，制作周期

就长达 500 个小时，而这一切都是为

了30秒的极致呈现。

除了定格中国文化的动画宣传

片之外，本届电影节的另一支宣传片

由陆川执导，李雪健、黄轩、宋佳、齐

溪担任主演，将成为国内首个运用

“大导演+名演员+电影级”模式创作

主宣片的电影节，不久后将与影迷

见面。

扩大电影产业“朋友圈”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

宾国为阿根廷，邀请了阿根廷文化部

长鲍威尔，在北影节开幕式发表视频

致辞。同时，持续聚焦亚太区域合

作，邀请东盟国家影视产业深度参与

北京市场活动。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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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年群体与阿尔茨海默家庭

《妈妈！》入围北影节主竞赛单元

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海的尽头是草原》入围北影节主竞赛单元

“师生情”深层感动温暖来袭

《你好，恩师》重庆铜梁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