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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

援疆题材电影《情润天山》开机

本报讯 近日，新时代农村题材电

影《乡土》全国公映发布会暨“《乡土》

进万家”巡映礼活动在石家庄市元氏

县铁屯村举行，这也是电影《乡土》首

次回到故事所在地放映。

《乡土》由河北丰铭集团投资，河北

省新闻图片社有限公司出品，河北文化

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西安识君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河北电影制片厂

艺术总监、导演周德新执导，郭子圣编

剧，何政军、李健、来喜领衔主演，陶红、

翟小兴、高峰、曹磊友情出演。

该片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槐

阳镇铁屯村已故党委书记闫胜联为原

型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艺术化再现

了闫胜联在担任村支书期间全面贯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加快城乡融合

发展的过程中，一手抓产业振兴、一手

为老百姓分忧解难，赢得“民心”的感

人故事。影片既有对乡村基层党员在

党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不断创

新改革，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赞颂；亦

有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的

反思。

导演周德新在发布会上表示：“电

影《乡土》真实展现了新农村脱贫致富

的艰苦历程，全面正视了农村改革发

展中的真正需求和问题，真实的传统

情感观念呈现，既加强了本片的情感

矛盾冲突，也展现了中国农村淳厚朴

实的乡土人情，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编剧郭子圣表示：“很开心经过多

年的努力，电影《乡土》终于和大家见

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中国农村的发

展，多多关注我们农民自己的故事。”

演员何政军说：“作为演员，能扮

演闫胜联这样的好干部非常荣幸。在

创作过程中感到最多的是对自己的审

视，意识到自己与闫书记的差距。希

望我们薪火相传，好干部越来越多。”

演员陶红表示：“当演员这么多

年，第一次在故事的发生地做首映发

布会，特别有意义。这是一部值得看

的好电影，不一样的主旋律，我非常有

幸出演了一位既有小爱又有大爱的女

性角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发布会上，影片主创主演、出品方

代表等向闫胜联雕像敬献花篮，向这

位鞠躬尽瘁、一生为民的好公仆致以

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铁屯村党委书

记闫静波带领村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

词，表达广大基层党员听党话、跟党走

的坚定决心。河北丰铭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蕴涛、本片制片人王更新代

表影片出品方向铁屯村党建馆授予了

电影《乡土》永久公益放映权，铁屯村

党委书记闫静波上台授予影片主创

“铁屯村荣誉村民证书”。

《乡土》由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

部、中共元氏县委组织部、中共元氏县

委宣传部、河北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河

北电影制片厂、河北丰铭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顺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

南河北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咖（北

京）影业有限公司、河北正天景合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海南世纪虹影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影片曾入围 2021 年第 13 届澳门

国际电影节，郭子圣获最佳编剧奖，何

政军获最佳表演艺术奖，并获得最佳

男主角提名；将于 8 月 19 日全国上

映。 （影子）

本报讯 由吴炫辉执导，古天乐担

任总监制，古天乐、刘青云、刘嘉玲领

衔主演，姜皓文、谢君豪、吴倩、万国鹏

主演，张家辉友情客串，刘浩良、麦天

枢担任编剧的《明日战记》正在热映

中，近日影片发布了同名推广曲MV，

歌曲由袁娅维、Capper共同献唱，同时

词曲也由二人合力完成。

该片故事背景设置在未来世界，

地球污染严重，一枚外太空陨石突如

其来，带着外星生命体潘朵拉降临人

间，袭击人类。泰来（古天乐饰）、郑重

生（刘青云饰）重装出击，硬核拯救地

球。机甲军团与外星异形生物展开超

燃大战，千难万难誓死捍卫家园，上演

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激爽对决。

电影同名推广曲 MV 中，歌曲由

歌手袁娅维、Capper共同演唱，高潮唯

美的吟唱令整首歌曲极具叙事感。“我

为我的家人，为末世的延伸，奏响这终

章的战役”等歌词充满热血战斗感，将

未来战士无惧无畏的勇者精神展现得

淋漓尽致，也让观众对这场末日对决

充满期待。

《明日战记》上映首日，便凭借前

所未有的高能剧情，震撼的动作场面

以及极度燃爽的视效给观众带来了视

听盛宴。影片不仅满足了科幻和机甲

爱好者的观影刚需，更是凭借新鲜元

素让观众看到了华语科幻的更多可能

性。各大平台的评论区都被观众的好

评刷满：“演员阵容超强，电影全程高

能，视觉效果燃炸了”、“机甲的硬核碰

撞从头到尾都是惊喜和震撼”、“特效

和道具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中国的

科幻片又前进了一步”。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李玉执导，方励

监制，马思纯、王俊凯、范伟领衔主演，

将于 8月 13日上映的电影《断·桥》发

布终极预告。

《断·桥》讲述大桥垮塌后牵出一

桩案中案。死者女儿闻晓雨（马思纯

饰）在父亲追悼会时，被自称是目击者

的孟超（王俊凯 饰）告知了一个不为

人知的秘密，养父朱方正（范伟 饰）很

可能就是凶手。闻晓雨该如何相信孟

超，他们在逼近真相的同时，又将面临

哪些残酷的考验？

马思纯饰演的闻晓雨因为离世的

父亲饱受挣扎，王俊凯饰演的孟超也

因没能及时救回姐姐心怀愧疚。正如

孟超所说的“我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你

的痛苦我都经历过”。这是两个失去

至亲、命运相似的“姐弟”之间的惺惺

相惜，着实让人为他们的命运感到揪

心。闻晓雨和孟超两人关于“鱼”的对

话，意味深远。也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他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危险，又将会如

何挣脱困境。

预告中，马思纯饰演的闻晓雨和

范伟饰演的朱方正在饭桌上的对话，

似试探、似较量，闻晓雨一句“我做不

到”，将两人之间对峙的紧张气氛拉

满。朱方正与闻晓雨父亲的离世究竟

有何联系，接连两起的案件与他是否

有关联？预告中，在雨夜里和朱方正

谈话的人物是谁，他又和朱方正有何

关系，令人浮想联翩。

马思纯饰演的闻晓雨和王俊凯饰

演的孟超因何争执，他们在一起究竟

经历了什么？闻晓雨和孟超两人将会

和朱方正展开怎样的层层较量，引人

遐想。

《断·桥》由李北京劳雷影业有限

公司、北京长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阿

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峨眉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将于 8月 13日

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近日，新疆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文艺精品重点电影扶持项目

《情润天山》（暂定名）开机仪式在克

州江苏援疆人才大厦举行。

江苏省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王志忠；江苏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卜宇；

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克州前方指挥

部党委书记、总指挥，克州党委副书

记周伟文；克州党委常委、秘书长，克

州党委宣传部部长贺学理；江苏省对

口支援新疆克州前方指挥部党委副

书记、副总指挥，克州党委常委、副州

长王晓东；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前指

全体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了开机

仪式。

《情润天山》由国家一级编剧王

戈洪担任编剧，青年导演陶明喜执

导，陈锐、胡尔西德·吐尔地、赵晓明、

齐如意、战立国、吴刚等出演。

影片讲述了老一代援疆医师宋

致远与江苏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通

过智能远程医疗系统同心协力，携手

合作为身处高原、心脏停跳超过黄金

救援时间的小古丽做手术，期间险象

环生，一波三折，这台特殊的高原心

脏手术终于圆满成功。生动勾勒刻

画援疆人几十载军民情、民族情，展

现了一批批援疆干部与各族群众接

续奋斗、相互依存、血脉相连的深沉

命运，歌颂了牢记使命、对党忠诚、献

身边疆、扎根边疆、无私奉献、自强不

息、稳疆固疆的精神。

周伟文指出，支持克州拍摄电影

《情润天山》，是今年江苏前指实施文

化润疆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通过艺

术呈现江苏对口支援新疆克州工作

取得的主要成就、经验做法、典型事

例、先进人物，热情讴歌党的性质宗

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华民

族的大团结，唱响新时代对口援疆工

作主旋律。

贺学理说，《情润天山》将实现克

州院线影视制作零的突破，通过讲好

江苏援疆故事对外推广克州、宣传克

州，提高克州知名度美誉度，对于推

动克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促

进苏克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开启克州

文旅产业发展新篇章具有重大意义。

导演陶明喜表示，非常荣幸有机

会作为导演用光影来讲述这些平凡

而又伟大，可爱可敬的援疆人故事。

第一次来看景时，当自己站在祖国最

西边的土地上，看到一座座美丽的村

庄在茫茫戈壁中焕发出一片片欣欣

向荣的景象，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

生，这是所有援疆人和本地乡亲们多

年来亲密无间，努力奋斗的成果，自

己一定会努力讲好这个故事，同时利

用电影将克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

情宣传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编剧王戈洪为了

创作好《情润天山》剧本，三次到达克

州，足迹遍布克州下属的所有县市，

并实地走访，做了近七万字的笔记，

为创作这部精品力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该片预计9月中旬杀青。（清清）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乡土》
将于8月19日上映

《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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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女儿闻晓雨为追查父亲死因，

得到一个自称孟超的男孩协助，并

携手走上探寻真相与复仇之路。

上映日期：8月13日

类型：剧情/罪案

编剧：李玉/方励

导演：李玉

主演：马思纯/王俊凯/范伟/曾美

慧孜

出品方：劳雷影业/长弓文化/阿

里影业/峨眉电影集团

发行方：阿里影业/淘票票

《猎屠》

影片讲述某地发生电信诈骗事

件，一名警员潜伏到中缅边境，深入

电信诈骗中心，与诈骗犯罪集团斗

智斗勇的故事。

上映日期：8月12日

类型：罪案

编剧：梁炜成/聂剑锋

导演：郭晓峰

主演：王千源/许龄月/倪大红/郭

晓东

出品方：蓉城传奇电影/成都有

余传奇文化传媒/禾旭影业

发行方：中影股份/和承影业

《漫长的告白》

少年时代的立冬曾爱慕过一位

叫阿川的女子。为一解思念，立冬

与哥哥立春去到与阿川同名的柳

川，只为再见她一面。随着他们的

再次相遇，很多过去的故事的真相

浮出水面……

上映日期：8月12日

类型：剧情/爱情

编剧：张律

导演：张律

主演：倪妮/张鲁一/辛柏青/池松

壮亮

出品方：峨眉电影集团/欢喜首

映/成都青春海秀文化等

发行方：成都青春海秀文化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

昆仑之虚，掩于山海之中，滋养

了无数生灵。这里的昆仑医馆医术

精湛，但却有一种病千百年来无药

可医——黑灵。医师白泽致力对抗

黑灵，却自以为是毁了整个大岛，被

逐出医馆。

上映日期：8月13日

类型：动画/奇幻

编剧：吴晓宇/黄健明/李梁

导演：黄健明

出品方：融创未来/北京每日视

界影视动画

发行方：海南烁果文化

《致命记忆之花开双生》

一场车祸让苏依文精神崩溃，

陷入童年失去妹妹痛苦的回忆。为

了让她恢复正常，心理治疗师在催

眠时精心设计了一个梦中故事，让

她在梦中和这些人重新走过一段

历程。

上映日期：8月12日

类型：悬疑/惊悚

编剧：小二

导演：国玉峰

主演：卢彩艺/金俊秀/王丽语/宁浩然

出品方：海口彩艺影视/星予心

愿文化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超级英雄美猴王：齐天儿》

影片讲述了石猴齐天儿从出生

到大闹天宫的一段故事。

上映日期：8月12日

类型：动画/喜剧

编剧：亓梅晓/拉尔夫·宗戴格/

Dick Zondag

导 演 ：拉 尔 夫·宗 戴 格/Dick

Zondag/亓梅晓

出品方：广州欧划动画/东方国

际影业等

发行方：上影股份/上海联和影业

《永不妥协》

《新岛周刊》主编余丽因揭露一

桩资本市场造假案之后，发生了一

连串匪夷所思的怪事。媒体记者以

死相拼揭露真相，青年警官团队穷

追不舍。在新岛市委领导下一场金

融打黑序幕战役拉开序幕，最终将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上映日期：

类型：剧情

编剧：叶大鹰/于颖

导演：叶大鹰

主演：朱丹/尤勇智/海一天/宋宁峰

出品方：北京联办财经影业

发行方：华夏电影/晅晅文化

《跳舞吧 爸爸》（印度）

小女孩拉克希米，梦想在全国

舞蹈比赛中，赢得“印度之傲”的

称号。而背后，则有父母的恩怨

情仇，和对手及设置迷魂阵的电

视台搅局……

上映日期：8月12日

类型：剧情

编剧：A·L·维贾伊

导演：A·L·维贾伊

主演：迪塔·班迪/普拉部·地伐/

艾西瓦娅·拉杰什

出品方：印度普拉莫德/印度三

叉戟艺术

发行方：华夏电影

本报讯 由张律执导，耐安监制，

倪妮、张鲁一、辛柏青领衔出演的爱

情电影《漫长的告白》近期在FIRST影

展举办线下放映活动，影片映后得到

观众一片好评与圈内电影人的力挺。

演员尹昉称赞，“过去和当下交

织起来展开很多想象”。演员周一围

直言“好看”，“感觉像是一个内家拳

高手绵绵密密地拍出来”。导演万玛

才旦恭喜张律导演，“把一个看起来

简单但情感复杂的故事呈现得很

好”。更有观众观影中不禁落泪，“心

里有根弦，被拨动了”。

《漫长的告白》自启动宣传后收

获了十二大国际电影节的肯定，堪称

2021-2022年获最多国际电影节认可

的华语电影。

熟悉张律风格的导演万玛才旦

表示，“张律的每一部电影我都看过，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跟以往不同的空

间里，能把这样一个看起来简单，但

错综复杂的感情呈现得特别好，我特

别喜欢里面的对白，特别恭喜张律导

演”。导演久美成列夸赞道，“电影语

言给我非常大的惊喜，我特别喜欢这

个片子”。导演郑大圣很是激动，“对

我来说，这是一部好的电影，影像流

畅，这是一部我们很难用言辞推荐但

一定会自己再去看一遍的电影。三

位演员都无比地准确”。张律调侃道

自己坐在郑大圣旁边，一直在监督他

睡不睡。郑大圣立刻回复，“这不是

好睡的电影，很好看，我一直在偷

笑”。剪辑师孔劲蕾感慨，“我在观影

过程中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那种对于

情感的深刻记忆是大家共通的。”

影片诗意地呈现了一出关于告

白和告别的爱情故事，普通观众对其

也是不吝好评，有观众被影片感动到

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个电影

给我的感觉，和小时候看村上春树、

岩井俊二一样，心里没有太多想法，

却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眼泪流下

来，但这种眼泪很多年没有流下来

了。

电影《漫长的告白》由峨眉电影

集团、北京欢喜首映、成都青春海秀、

午夜失焦出品，8月12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断·桥》发布终极预告

《明日战记》发布同名推广曲

周一围尹昉万玛才旦力挺《漫长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