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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全民喜剧”《我

和我的家乡》发布由导演邓超和俞

白眉联手执导的单元《回乡之路》

预告，主演邓超、闫妮、王子文、王

源、苗阜悉数亮相，更有吴京、孙

俪、岳云鹏、贾玲、代乐乐、梁超、岳

红惊喜助阵，超豪华演员阵容以陕

北口音和接地气的“土味”造型登

场，淋漓尽致展现陕北风土人情，

在这条“回乡之路”上将发生怎样

的故事让人充满无限好奇。

《我和我的家乡》之《回乡之路》的

镜头对准中国陕北，邓超饰演的“沙地

苹果”经销商乔树林油头一梳、墨镜一

架、手包一挎，张口就来两千万的生

意，俨然一副“土大款”的模样。为了

出演西北汉子乔树林，邓超透露自己

吃了不少陕北的面食、羊肉来增肥，

“希望身体里多一些当地的油水”，更

花费不少精力学习陕北方言。

最新发布的预告也透露出影片的

创作背景。预告一开始便提及了中国

四大沙漠之一的毛乌素沙漠，接天连

日的黄沙一眼望不到尽头，隔着屏幕

也能感受到“沙尘暴效果”。令人欣

慰的是，这只是曾经的毛乌素沙漠，

如今这片土地再不是寸草不生，而是

绿树葱葱、欣欣向荣，彻底改写了“沙

进人退”的历史，连俞白眉导演回到

家乡都震惊于这样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样的变化离不开无数治沙英

雄的辛苦付出，种树治沙是他们共同

的梦想。《回乡之路》的主人公乔树林

也是一位种植苹果树的果商，邓超动

情表示：“树隐喻着顽强的生命力，即

便人已经离去了，树还在生长，回乡的

人一代又一代，这份乡情也和大树一

样，生生不息。”

《我和我的家乡》作为“祖国”的姊

妹篇，通过五个家乡故事，唤醒所有中

国人内心深处最真挚、最朴实的故土

情结，并以喜剧的形式呈现，让人在笑

声与泪水中收获感动与力量。在此前

曝光的单元故事中，陈思诚执导的《天

上掉下个 UFO》勾勒出西南地区的山

清水秀，预告发布后便成为影院复工

后首个短视频平台播放破亿的电影预

告；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展现了华

北地区的生活百态，话题“葛优再演张

北京”一举登上微博热搜榜第 11 名、

北京同城榜第 1 名；此次邓超和俞白

眉执导的《回乡之路》则诠释了西北地

区的风土人情，《我和我的家乡》的足

迹已经跨越大半个中国，“中国喜剧梦

之队”齐心协力打造全民喜剧盛宴，共

同踏上“回乡之路”。

（木夕）

本报讯 电影《姜子牙》日前发布

六张动态大场景概念图，“北海”、“战

时废墟”、“归墟”等影片关键场景以别

具一格的动态形式亮相，向观众展现

了更为真实而震撼的人间神迹。

《姜子牙》有超过 30个场景设置，

工作量比常规动画电影多出一倍。在

创作前期阶段，主创们绘制了 2300多

张概念图，每个场景平均迭代次数高

达 70 版。其中次数最多的“归墟”场

景更是经过近百次修改，可谓“千锤百

炼”。此次发布的六张动态场景概念

图展现了影片中最具代表性场景。该

片由 100%国产顶尖动画团队倾力打

造，片中出现大量经过历史考究的神

话元素，例如概念图战时废墟中的玄

鸟便是取材自《山海经》中寓意殷商先

祖的诸鸟首领，在影片中引申为告慰

亡魂、带来希望的吉祥神兽；再小到士

兵盔甲上的纹路设计，都是对真实文

物进行样式提取参考，以体现出封神

时期的“上古感”。这些创新细节元素

不仅体现了创作团队的非凡想象力，

也展现了东方经典神话本身的魅力。

《姜子牙》由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

司，光线彩条屋影业、中传合道、可可

豆动画联合出品，将于 10月 1日全国

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由江志强监制，宋灏霖、

伊力奇导演，陈立农、李现主演的奇幻

电影《赤狐书生》近日发布一支友情特

辑。不仅戏中王子进和白十三这对

“人狐CP”友情力爆表，在片场的陈立

农李现也俨然一对“憨憨兄弟”，双人

尬舞，讲冷笑话，默契互动十分喜感。

提到片中一人一狐的关系，陈立

农和李现都表示“两个人进入项目的

六个月，了解彼此，成为朋友的过程，

也是王子进和白十三越来越默契的过

程”。陈立农用“命中注定”来形容，

“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缘分，交到

这样的朋友”。李现则说“电影里两个

小时的呈现，对我们来说是六个月里

感受到的情感”。

两人戏外的友情，也很好地帮助

到了角色。在拍摄一场暴雨中情绪爆

发的重场戏时，两个人浑身湿透，顶着

体力透支，一口气拍到天亮，雨中伴着

泪水的画面十分动人。两位演员也用

“真情流露”来形容这场戏的拍摄，表

示“拍完这场戏，无论戏里戏外，两人

的友情都更近了一层”。

《赤狐书生》是安乐影业继《捉妖

记》后推出的“妖系列”新作，定档预告

曝光后，网友纷纷点赞“安乐祖传特

效”，对11月上映充满期待。电影中，

狐妖白十三为了成为狐仙，要“杀人取

丹”，没想到却和“目标”王子进成为了

好朋友，共同踏上赶考之旅，一路上不

知还有多少奇幻遭遇，等待着他们。

（木夕）

本报讯 由辛芷蕾、包贝尔领衔主

演，魏翔主演的喜剧电影《我的女友是

机器人》将于 9月 11日全国上映。日

前，片方发布了“懂我的奇奇怪怪”幕后

特辑，再现演员现场搞笑逗趣的拍摄过

程，并首度分享主演们对爱情中的彼此

理解、相互磨合、共同成长的看法。

从特辑中可以看出，初次合作的

辛芷蕾和包贝尔默契十足，纷纷以高

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真吃”、“真打”

都力求到位。辛芷蕾精准细腻的表情

和机械感十足的动作将“机器人”的行

为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更生动地展

现出一个“奇怪”女生从单纯懵懂成长

到懂得爱情的变化过程。包贝尔拍摄

时十分豁得出去，无论是头砸蛋糕还

是被泼红酒都全情投入，甚至主动要

求“再来一条”，网友看了都直呼“实

惨”。两人既搞笑又有爱的互动，令观

众十分期待电影中他们的表现。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由宁洋影业

（佛山）有限公司、北京天悦东方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

司、天津汉裕影业有限公司出品。影

片根据郭在容执导的日本版电影《我

的机器人女友》改编，并由原版电影合

作伙伴提供制作协助。 （木夕）

本报讯 近日，2020 金鸡电影创

投大会宣布项目征集截止时间延至

9 月 6 日 24 时。此前，2020 金鸡电影

创投大会正式公布新一届金牌制片

人评审团阵容，持续深度打造评审

创作制作“一条龙”的孵化机制。同

时，组委会还特别制作了一支概念

宣传片，运用“意识流”手法，展现电

影创意的诞生过程，以献给那些仍

在默默努力、创作开拓中的电影人。

金鸡创投为全面发掘、培育、运

营电影新作设计了一套融合艺术与

商业的评审机制。第一，设立由三

位著名导演组成的评委会主席团，

负责总体把控年度电影项目品质和

艺术标准。第二，设立由 20 多位金

牌制片人组成的制片人评审团，负

责全程把握创作规律、辅导新作电

影项目运作方法和创作方向。第

三，设立金鸡创投投资人联盟，全程

关注，积极协商领投优质新作电影

项目，以资本力量推动创作持续向

前、不断升级。

据介绍，2020 金鸡电影创投大

会奖项设置分为评委会评选和行业

评选两个类别。评委会评选包括金

鸡创投评委会优胜项目（一名）、金

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二名）、金

鸡创投“中国好故事”优胜项目（三

名）、金鸡创投“类型优选”优胜项目

（三名）、金鸡创投“艺术之光”优胜

项目（三名）、金鸡创投最具潜力导

演（三名），行业评选包括金鸡创投

投资人联名推介优胜项目（一名）、

金鸡创投厦门制作推介优胜项目

（一名）。 （影子）

本报讯 8月 29日，2020年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新闻发布会的最后环节，企业捐

赠医用口罩的爱心行动，令现场人士

大受感染。据中国影协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闫少非介绍，捐赠来自北京

朋来制药公司、北京朗天中盛国际文

化传媒公司，一家横跨医药生产、影视

拍摄、影视基地、艺人经纪等领域的集

团企业，曾投资拍摄 2008年残奥会献

礼影片《绽放》，在北京顺义拥有创新

型艺人培训影视基地，连续多年赞助

举办“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推选

表彰活动，对影视行业一直满怀爱心

与激情。

即将举办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对常态化的疫情防控管理要求非

常高，防护口罩无疑成为电影节消耗

量最大的抗疫物资。闻讯，北京朋来

制药公司决定捐赠第一批 20000 只

“舒风”医用防护口罩，为参与电影节

的广大观众、演职人员、台前幕后的工

作人员、媒体记者等，广泛提供健康保

障服务，倾心支援电影节疫情防控

工作。

闫少非表示，特别感动于朋来制

药公司对中国电影事业发自内心的支

持与热爱，他们用这种情怀服务于社

会，关爱人民健康，为金鸡百花电影节

保驾护航，让电影人真切感受到了企

业的奉献精神，感受到了社会爱心力

量的强大凝聚。

北京朋来制药公司、北京朗天中

盛国际文化传媒公司企划负责人王冰

谈到，影院复工开业，广大影迷期盼已

久，为保证观众安心观看一场电影，他

们发起了“助力中国电影 守护观影健

康”爱心公益活动，先后捐赠公司自有

产品“舒风”医用口罩10万只，以实际

行动体现首都药企服务首都、关注大

众健康的责任担当，与电影界同仁共

同捍卫抗疫成果，助力中国电影走出

疫情阴影，为公众健康做实事办好事。

为此公司还聘请影视明星、电影

《绽放》主演姚星彤出任“助力中国电

影 守护观影健康”守护大使，引领大

家自觉做好观影全程个人防护，时刻

绷紧防疫这根弦。姚星彤表示：“这次

影院复工营业，我知道电影院工作人

员做了大量辛苦繁重的消杀防控工

作，作为演员，一个公众人物，能为这

个善举活动代言，深感荣幸。我要强

烈呼吁热爱电影的观众朋友们，看电

影正确佩戴好口罩，珍爱生命健康，用

自身行动来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一个月以来，“舒风”医用口罩已

相继走进UME国际影城、金鸡百花影

城、耳东影城、大地影院等，借助影院

平台，利用电子屏、灯箱、映前贴片等

形式滚动播放主题海报，为广大观众

提供专业防护，倾情助力影院复工，大

力倡导安全观影。 （文瑾）

本报讯 8月 28日晚，由贾樟柯艺

术中心、山西传媒学院、山西贾家庄腾

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四

届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在山西吕梁

贾家庄的贾樟柯艺术中心广场举行闭

幕式，颁出了七项华语短片荣誉。全

国人大代表邢利民，吕梁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任忠，汾阳市委书记郭红波

等参加典礼。

作为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的重

要节目单元，今年“华语短片”共收到

报名作品1032部，最终确定16部作品

入选。在过去的一周，经过以导演章

明为主席，包括吕松野、秦海燕、李梦、

张大海在内的评委会讨论，最终评选

出本届 86358 电影短片交流周的“组

委会荣誉”和“华语短片”单元的“最佳

短片”等总计七大短片荣誉。

第四届 86358电影短片周的最高

荣誉“最佳影片”由《敲门》获得，这部

短片以简练精当、颇有创意的镜头语

言描述了几组微妙有趣的人物关系，

具有强烈的导演个人风格，呈现出了

对当地人情风物的独特表达；《无休

无止》获“评审团大奖”；由刘子洋导

演的《月圆之夜》获“最佳导演”，《秘

密基地》获“最佳编剧”；《然》获“最佳

摄影”，《私有海域》《雁南飞》获“后浪

电影学院荣誉”，《满地情》获“组委会

荣誉”。 （姬政鹏）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宣传部等联合出品的《飞速时

代》日前宣布启动。

中国高铁作为一个民族品牌,国
家名片最重要的一部分,以其“速度

快、质量高、造价低”等绝对优势,承载

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荣誉和自信,承
载着亿万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飞速时

代》以中国铁路发展为脉络，高铁飞速

进步为主要背景，以中国铁路职工、高

铁研发科技人员的拼搏进取精神及情

感生活为主线。讲述了几代铁路人，

为了中国高铁的建设与发展拼搏进

取，展现了无畏艰难的铁路精神和中

国精神。

据主创介绍，该片不仅描写了老

一辈铁路人面对时代变迁时候的困

惑、彷徨、学习、追赶等裂变的过程，老

党员一如既往的奋斗与奉献，也描写

了新一代人在新理念、新责任，拒绝安

逸的生活，选择艰苦的创业，生动展示

了我们中国年轻的党员们不怕困难、

不怕艰苦、人才辈出的真实民族风貌。

《飞速时代》由上丁领衔创作，何

冰主演，预计将于9月开机，2021年与

观众见面。

（影子）

2020金鸡电影创投大会
项目征集时间延至9月6日

“舒风”口罩捐赠金鸡百花电影节

第四届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闭幕《飞速时代》展现无畏艰难的铁路精神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首发幕后特辑

《姜子牙》发布动态大场景概念图

《赤狐书生》发陈立农李现“友情特辑”

《我和我的家乡》发《回乡之路》单元预告

本报讯 日前，电 影《金 刚 川》

发布概念海报，并宣布影片由管

虎、郭帆、路阳联合执导。据悉，

该片是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 援 朝 出 国 作 战 70 周 年 推 出 的

作品，目前正在拍摄中，将于 2020

年内上映。

影片的故事梗概为：以三个视

点讲述一个故事，工兵桥修好又被

炸毁再度修好……一个屹立不倒、

令敌人费解的战争奇迹。

（影子）

本报讯 由周琦执导，王嘉、李君

峰、李华、袁志顺、大冢匡将等联袂出

演的电影《芙蓉渡》近日发布定档海报

以及定档预告，正式宣布将于 9 月 11
日登陆大银幕。

《芙蓉渡》改编自郭照光同名小

说，将时代背景聚焦在了惨烈的抗日

战争时期。故事发生在 1944 年夏秋

之际，日军为打通湘桂线，派先遣队来

到郴州嘉禾芙蓉渡，逼迫当地村民搭

建铁索连舟浮桥，以拉通南北线，直插

湖南南大门。以铁匠为首的村民与日

军斗智斗勇，奋起反抗，一个英勇顽强

的民族抗争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影子）

管虎郭帆路阳联手执导

《金刚川》将于2020年内上映

抗战题材电影《芙蓉渡》定档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