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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
传媒关注单元发布官方入围影片名单

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

传媒关注单元将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7 月

31日举办。

完整入围影片名单如下。

▶《重整河山待后生》

导演：马惠武

主演：吕丽萍、顾靖、孙佳思、陈晔、刘亚津

影片亮点：在漫长的年代跨度中，以现

实与往昔时空转换的影像叙事手段，真切地

表现了一代曲艺大师骆玉笙的艺术足迹与

传奇人生。

▶《春江水暖》

导演：顾晓刚

主演：钱有法、汪凤娟、孙章建、章仁良、

杜红军

影片亮点：富春江畔，四兄弟分四季轮

流照顾中风后失智的母亲。四个家庭面临

亲情与生活的考验，一年四季的冷暖变化如

画卷般徐徐展开。

▶《杰米拉》

导演：王一岩

主演：郑卫莉、张永庆、阿依古丽·阿不

都拉

影片亮点：放弃了原本富裕的家庭生

活，挑起了村书记的重担，无私无畏的杰米

拉带领各族群众，让贫穷落后的盖买村成为

伊犁河畔的一颗明珠。

▶《梅朵与月光》

导演：管曦

主演：朱珠、更登彭措、多布杰、洛桑群

培、旺卓措

影片亮点：一颗受伤的心遗落在藏彝秘

境，被这片纯净壮美的风土拯救，缘生缘灭，

心灵间的暖流生生不息。

▶《气球》

导演：万玛才旦

主演：索朗旺姆、金巴、杨秀措

影片亮点：因一次意外，达杰一家卷入

一系列尴尬又难以抉择的事件中，宁静的生

活被彻底打破，生老病死如日月流转，当灵

魂遭遇现实挑战该如何抉择?

▶《七月的舞步》

导演：曹岸

主演：张予曦、黄小蕾、黄景行、姜超

影片亮点：苦心为女儿规划未来的吕小

梅，与她渴望远走的女儿在毕业季互换灵

魂，最终读懂了女儿的梦想并选择放手。

▶《少女佳禾》

导演：周笋

主演：邓恩熙、李感、吴国华

影片亮点：少女李佳禾在 14 岁生日前

夕，偶遇工读学校教育改造归来的少年于

镭，她在接近对方的同时，也令自己陷入了

困境。

▶《我的喜马拉雅》

导演：张馨

主演：仁青顿珠、旺卓措、次德吉、周波

影片亮点：3000多平方公里的玉麦乡地

处中印边界，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是这

里唯一的人家。

曲巴从奴隶变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几

十年来不愿离开故土，但随着两个女儿渐渐

长大，她们开始强烈地向往山外的生活……

▶《再见，少年》

导演：殷若昕

主演：张子枫、张宥浩

影片亮点：千禧年，优等生黎菲与差生张

辰浩的命运不经意相交，但高考前的一场剧

变，让青春笼上阴影，裹挟着两人渐行渐远。

本报讯 为全景记录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盛况，八一电影制

片厂摄制了电影纪录片《2019 阅兵盛

典》。影片将于 8 月 1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电影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以及多家视频

网站平台公益播映，总时长约 58 分钟。

该片聚焦国庆主题，体现新时代特

点，突出展现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坚

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整

体性、革命性重塑成果，集中反映我国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

展示开放、自信、和平、包容的大国风采

和新时代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气势。

该片注重仪式美感与电影质感相结

合、中国气派与军事特色相统一，运用大

量精美珍贵的影像画面，具有很强的视

听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冯雪）

本报讯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原会长、中国电影家

协会原书记处书记、《电影

艺术》原主编（创刊人）于

2020年7月27日凌晨3时

许在京病逝，享年94岁。

罗艺军协助钟惦棐

先生于 1981 年创办了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担任创

会副会长，1988 年-1999
年担任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会长，从2000年起一直

担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名誉会长。

罗艺军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理论批

评的研究工作，呼吁并致力于建设植根于中国

文化土壤的中国电影理论体系，他强调中国电

影和中国电影理论的民族

化；在电影评论方面，他对

所评作品深入分析，中肯评

价，针砭其弊，不捧杀、不棒

杀，组织评论队伍对电影创

作进行了大量建设性的讨

论，推动了中国电影的活跃

和创新；他在梳理中国电影

理论批评重要文献方面也

付出了巨大心血，主编了

《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

选》。罗艺军著有《中国电

影与中国文化》、《中国当代

电影：补阙与反思》、《风雨

银幕》等重要电影理论批评著作，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 ，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和中国电影美

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电影《拔浪鼓咚咚响》是部不可多得的良心

之作，饰演毛豆的小孩表演真挚感人，本色演出

让人泪奔，据导演白志强介绍，只培训了小孩表

演一周，能有如此出色的表演不简单，可以讲这

部戏的每个人都在用心投入。小孩的表演极具

爆发力，感情到位。作品基础立意扎实，紧扣人

的感情线。

清涧在榆林东南部，位于无定河下游，那里

沟壑丛林，是白志强土生土长的家乡，那里民间

文化底蕴深厚，那里有民歌和剪纸，有果馅和煎

饼，有独特的地域习俗和传统观念。影片对准这

片土地的行路者，毛豆在山巅上奔跑，或是在山

谷里欢笑，还是曲折的山路上，到处有毛豆赶路

的身影。历代传唱的道情，在影片的舞台上说唱

欢跳。那里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落后，人们在艰

难生存，四处放羊和推碾揽工，身着羊皮袄就着

简单饭食，影片有无奈的叹息，也有欣喜愉悦的

调子。原生态的气息迎面扑来，呈现出独具风味

的美学风格，镜头语言通俗易懂，外地人不用解

释也能看明白。

这些故事特别真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

值，人物讲着内蒙和陕北话，不是简单的剧情公

路片就能概括。白志强从纪录片到故事片的转

型创作，是向艺术真实的创作跨越。类型片就是

寻找同类作品，又要区别同类作品，寻找到自己

的语言，这其实就是心灵的距离。当人们阖家团

圆的时候，陕北大地上有许多人流离失所。落后

的陕北大地文化在崛起，在影视行业里，白志强

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部温情又细节充满质感的作

品，是值得特别赞誉的。

影片中的庙会不仅自娱自乐，也团结凝聚着

百姓，烧香磕头让人们身心得安宁，浮生世事里

人心沧桑。影片中通过现代时尚比较底层的贫

苦生活，应用生活碎事谈笑边缘人群。有民间俗

世有民情民风，陕北虽然落后，但人物内心的历

练表现出来了。白志强拥抱苍凉萧瑟的陕北大

地，不是俯视，而是仰视苍生，将这些小人物心里

的成长和提升放大，将他们的情感体验艺术化表

达。不是好高骛远到了西安就忘了自己的根，他

自我追求的艺术感非常强烈。也有写意的天和

地之间诗化镜头，到处是瓦工和电工，“卖货赚钱

给爸看病”的牌子，被饭店外乞讨的女孩骗钱，

“脑子被驴踢了”。春耕过年的陕北人，时代风俗

情境的人文情怀和精神，陕北人的生命观，有对

生和死的敬畏和尊重。

影片没有什么国家大事和历史事件，台词精

妙脍炙人口。白志强对所有这些不是简单的陈

列，有对地方的审视，如何表现也区别于普通影

片，他将自己的心放到这片土地，经受着大地母

亲的滋养和侵蚀。我也想到经典的影片《千里走

单骑》，开着“塬上清涧”车的苟仁，遇上“吹牛筒

子”的毛豆，白志强也试图追求和营造大的话语

权，所有这些努力让他的作品更加生动。苟仁推

出老人，和女服务员发生关系。卖货郎的感情特

别苟延残喘，去神木县新城区中央公园工地找毛

厚，“毛豆，还不死心，操心让人家把你卖了！”车

转头赶上在芦苇里逃跑的毛豆，毛豆反过来滋养

着他内心。

影片充分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将苟仁儿子的

死亡和毛豆的天真活泼重叠在一起。影片里无

助的苟仁向众人求情，重影和交织的慢镜头，伸

出无助的双手，却只有冷漠的反应，没有人理会，

都是意象化的呈现，“我的肾”。那个失去孩子的

苟仁，“我靠我反击什么，造反了大人的。”弱势群

体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那个工头“白志强”

从现实走入影片，是影片的隐喻镜头。梦境里儿

子赖赖无助的表情，让苟仁经常从梦中惊醒。“怎

啦？”稻草人吓坏了毛豆和卖货郎苟仁。

底层的相互温暖，令人潸然泪下，“豆豆把手

割烂了没”、“豆豆不要打架嘛”，小偷召来团伙砸

了苟仁的车，流氓群打卖货郎，苟仁心疼地给小

孩消完毒。狗眼看人底的售楼客服，苟仁拿出一

堆钱购房。那个被误认为毛厚的人讲出实情，苟

仁带毛豆住进酒店总统间，给毛豆洗浴剪发，没

享过福的农村娃毛豆，穿上城里娃的衣裳，“你爸

认不得毛豆了”。相依为命的两个人，“我儿和你

一样调皮”。看着烟花毛豆哭起来了，苟仁将自

己的积蓄都给了毛豆，将波浪鼓也给了毛豆，从

而有象征意味的拔郎鼓彰显了作品的主题，就是

对亲情深切的呼唤。

影片不仅有表层的意象，还有深层的思考。

众人都说毛厚的苦水重，他要挣大钱让老婆回

来，压轴的戏是更深的思考？究竟孩子的未来在

何处？哪里才是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爱的彼

岸？影片没有只是简单故事的呈现，更多是对孩

子命运的担忧，可以讲白志强创作上踩的点很有

讲究，也比较到位，比较好地诠释了城市和乡村

差距的磨砺，还有富有和贫苦对人的复杂考验。

可以说影片穿透现实，观察和看到了人性的本

质。

小孩一句“他们不亲我！”，让我顿时流泪满

面，母亲出走，父亲客死他乡，奶奶去世，这些都很

揪心。“你爸到上海打工挣大钱了，还不高兴，快回

去好好念书！”影片创作叙述有章法有层次，故事

推进不漏痕迹，影片在视听语言上也有可圈可点

之处，可以说是白志强对以往创作的突破和超

越。其文学性上的表现丝毫不逊第六代名导，影

片有强烈的个人印迹和风格，我看过许多片子已

经审美疲劳了，但还是被《拔浪鼓咚咚响》打动了。

看过影片后我久久不能自拔，这些年我们陕

西的电影人相互为友，特别是作者电影如“新浪

潮”般涌现。看到我们本土影视人的成长和成

熟，我非常高兴，我告诉志强不要相信什么大师，

要相信自己就是大师，坚持和追求自己最为重

要，用心用灵魂拍好不可重复的每个镜头，是对

艺术的敬畏！听说志强众筹拍成这部片子，我很

惊讶，听说大家分文不要在寒冬坚持拍了五个

月，都在义务工作，更让我感动不已。

我对志强说要将坐标立在全国，不要仅仅局

限在陕西。回顾白志强的创作道路，一路充满坎

坷艰辛，研究其作品的精神内涵，步步都是探索

和实验的艺术追求。不变的是白志强对脚下这

块厚重沧桑的陕北大地，对这片土地历史巨变的

重视却从未有过改变。我以为唯一不足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就是，就是觉得结尾稍有仓促，是否

可以更深化和升华，找到更好的方式？是我对他

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渴求！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名誉会长罗艺军逝世

拥抱大地仰视苍生
——观《拔浪鼓咚咚响》有感

■文/鲁 源

纪录片《2019阅兵盛典》
8月1日“震撼来袭”

本报讯 以中国检察官视角拍摄的电

影《检察风云》7 月 28 日于广东东莞正式

开机。影片由麦兆辉编导，赵鹏编剧，田

启文、马骁监制，黄景瑜、白百何、王丽坤

领衔主演，王千源、包贝尔特别出演，苏

可、梁颂晴主演，冯绍峰特别主演。

电影《检察风云》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影视中心继《人民的名义》、《因法之名》

后打造的大银幕作品。麦兆辉导演曾创

作出《无间道》系列、《窃听风云》系列、

《头文字 D》等众多经典电影作品，此次联

合人民检察院优秀青年检察官赵鹏历时

两年共同打磨剧本。

赵鹏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有着十几年的一线公诉

工作经验，曾参与多部法制题材影视作品

的剧本创作。同时，文投控股与最高人民

检察院影视中心联手，力争为观众呈现一

线检察故事的真实质感。

影片以多起案件切入，从不同角度展

现了正邪双方一次又一次的明暗角力，表

现了当代检察官们面对犯罪决不妥协，坚

持查明真相的工作态度。新生代演员黄

景瑜多次以硬汉形象参与拍摄影视作品，

身着制服的帅气形象深入人心。此次出

演电影《检察风云》，黄景瑜表示，自己一

直很想尝试检察官的角色。片中年轻有

为的检察官曲胜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凭借

过人的应变能力、不屈不挠的精神冲破层

层迷雾还原案件真相，极富个人魅力。作

为本片另一位领衔主演，白百何饰演精英

律师，有望带来新的惊喜。

《检察风云》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

中心、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平潭

家家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华夏聚德电影

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华文映像（北京）

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文韵华夏影视投资有

限公司出品，福建平潭久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上海星辰大海影业有限公司、上海

达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最高检影视中心与文投控股首次合作

麦兆辉新片《检察风云》广东开机

本报讯 近日，由戴维执导、金灿担

任制片人、廖左右编剧，童苡萱、史元

庭、栾蕾英、钟小丹等演员主演的现实

题材影片《无辜囚徒》，发布定档海报及

预告，宣布8月7日全国上映。

《无辜囚徒》由真实事件改编，是

一部关注被侵害儿童成年后生存现状

的电影。影片讲述了童年遭受成年男

人侵害的陆景（童苡萱饰）和宋清歌

（栾蕾英饰），一直难以走出噩梦阴影，

作为同居密友的两人相互依赖，相互

舔舐心灵伤口，但因两人生活态度和

人生际遇不同，生命轨迹发生分化，一

生一死。 （影子）

本报讯 近 日 ，由 任 重 、蒋 梦 婕 、

黄小蕾、李诚儒、杨新鸣、杜源、王绘

春、苇青、马梦唯等主演的电影《战疫

英 雄》在 石 家 庄 举 办 开 机 新 闻 发 布

会。

影片将镜头聚焦平民医生群像，

以普通人视角讲述大格局故事，以现

实事件为基础，通过艺术加工，在还原

各行各业真实原型人物的同时，还将

展现小人物在大环境下的平凡善意，

彰显抗疫的中国精神。制片人金少丽

表示：这部电影不仅是战胜新冠病毒

的见证，还记录了每个值得记住的瞬

间，也是对所有平凡英雄的致敬。

导演邓安东表示：疫情期间每一

个逆行者都是最伟大的英雄。他们

也许是冲在最前线的医护工作者、基

层工作者或是志愿者、普通企业家，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在本应一家欢聚

的时候，为抗击疫情而奉献着。这些

英雄放弃了在家孝敬父母、陪伴孩子

的时间，选择了大义，在逆行路上的

默默付出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

据悉，该片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全

国上映。

（影子）

《战疫英雄》开机
任重蒋梦婕演绎抗疫故事

《无辜囚徒》
定档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