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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半条被子》

红军长征时期，三名女红军借宿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民徐解秀家

中。见到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御

寒的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女红军用

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开，将

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

上映日期：9月5日

类型：历史/战争

导演：赵友

编剧：志在飞

主演：李凤鸣/万斯佳/张永达/李嘉明

出品方：好兄弟影视/文脉苑影视

发行方：海娱影业/好兄弟影视

《谁说我们不会爱2》

讲述了主播公会老板苏小年与

当红主播李沐子之间相识、相斗、相

爱的“甜怼”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9月4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刘宝贤

编剧：张宁

主演：王栎鑫/潘时七/邹柏呈/骆应钧

出品方：基石国际传媒

发行方：基石国际传媒

《阿里巴巴与神灯》

一群强盗闯入阿兹罗德，惊动了

封印中的噩梦君主，强盗被噩梦控制

企图打开封印，得知消息的阿里巴巴

与小芝麻再次踏上了冒险之旅，此时

冒险者阿拉丁带着他的神灯也进入

了沙漠，一起联手将噩梦君主打败。

上映日期：9月5日

类型：动画

导演：朱葛

编剧：刘飞

配音：杨进/周杭/丁莹莹/丁传慧

出品方：拾年影视/锋尚锐志

发行方：锋尚锐志

《信条》（美）

世界存亡危在旦夕，“信条”一词

是惟一的线索与武器。主人公穿梭

于全球各地，开展特工活动，力求揭

示“信条”之谜，并完成一项超越了真

实时间的神秘任务。这项任务并非

时间之旅，而是时空逆转。

上映日期：9月4日

类型：科幻/动作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编剧：克里斯托弗·诺兰

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罗伯

特·帕丁森/伊丽莎白·德比茨基

出品方：华纳兄弟

发行方：中影/华夏

《假面饭店》（日）

为了抓到凶案的嫌疑犯，睿智英

气的刑警新田浩介扮成服务生潜入

酒店，与貌美聪慧的酒店前台山岸尚

美一起追查假面饭店内的连环杀人

事件。迷雾一层一层被剥开，真相和

凶手越来越接近，然而人性的原罪已

无法回头，案情极速发展，警察浩介

和酒店服务员尚美无路可退。

上映日期：9月4日

类型：悬疑

导演：铃木雅之

编剧：岡田道尚/东野圭吾

主演：木村拓哉/长泽雅美/滨田

岳/前田敦子

出品方：日本富士电视台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近日，CINITY 品牌正式发

布一周年之际，苏宁控股集团旗下影院

品 牌 —— 苏 宁 影 城 与 华 夏 电 影 就

CINITY 影院系统项目达成共识并在北

京举办签约仪式，正式开启长期战略合

作。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傅若清，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赵海城，苏宁易购集团总裁助

理、苏宁影城总裁郭良，苏宁影城采购

中心总经理赵春勇及华夏电影 CINITY
项目成员参加了本次签约仪式。届时，

华夏电影将在全国苏宁影城部署 10 套

CINITY 影院系统，并提供 CINITY 版影

片及相关技术服务，共同推动电影产业

升级和发展。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传统

影院面临巨大挑战，疫情后影院的差异

化运营与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成为

影院经营方乃至电影产业关注的重要

问题。融合了 4K、3D、高亮度、高帧率、

高动态范围、广色域、沉浸式声音等电

影放映领域高新技术的CINITY影院系

统，全面提升了电影整体声画品质，让

观众全方位沉浸于“能看清画面每一个

细节”的全新观影体验。

华夏电影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高格式电影技术的研发，于2019年推出

CINITY 影院系统，打通前期拍摄、后期

制作到发行放映各个工艺和环节，建立

起一套较为完整的高格式电影产业

链。目前，国内已安装 40 套 CINITY 影

院系统，涵盖国内主流院线，部署城市

20 余个，几乎覆盖所有一二线城市。

CINITY的片源已经全面打开，国内制作

及放映了《双子杀手》等三十余部

CINITY 版影片，已与 20 余家国产片片

方及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建立了合作。

华夏电影将继续与各大电影公司、影院

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制作更多品质优良

的 CINITY 影片，并加速推进 CINITY 影

厅在全球的落地。未来五年内，预计中

国 CINITY 影院系统安装数量突破 800
块，国外突破300块。

据悉，苏宁影城是苏宁控股集团旗

下的影院品牌自2016年成立，已全面扩

张至全国 14 省 27 市，共 34 家影城。

2020-2021 年，苏宁影城将继续保持稳

健的发展步伐，全国项目多地联发，依

托福州、太原、株洲、宿州、成都、西安、

沈阳等多个票仓城市苏宁广场的开业，

打造旗舰影城项目，进一步优化全国战

略布局。 （林琳）

本报讯 8 月 28 日，第十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展映《青春之骏》活动在朝阳区

蓝色港湾国际商区珠影耳东传奇影城

正式启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

京民族电影展推介影片专题展”同期

开幕。

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主席、市民

族宗教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景晓，中

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赵建新，周恩来总理侄女周

秉德，朱德同志孙女朱新华，以及展映

影片《青春之骏》主创来到现场与观众

见面。

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委员、北京

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主任王微介绍，第十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以

“传承”为主题，共征集到来自全国11个

省市的 22 部影片。“其中有 4 部影片描

写的是红色基因英雄人物，有 6部影片

描写的时代楷模、我们身边的榜样，本

次展映传承经典、弘扬民族团结的影片

占比相当高。”

启动仪式当天放映了《青春之骏》，

该片讲述了五四运动著名活动家、中共

北京市委第一任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马骏烈士的生平事迹，展现了革命家们

为了信仰而奋斗牺牲，为新中国为理想

去拼搏的民族精神。导演韩赤飞表示，

红色题材的影片容易把人物塑造成“高

大上”，这样会使得人物不接地气。他

自己在创作《青春之骏》时，永远把人物

性格放在第一位，在讲故事的同时，塑

造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自 8月 23日“云”开幕以来，成功举

办了“线上”VR全景观摩展、“致敬经典”

系列影片展映、民族电影人物访谈、微

论坛，“线下”推介影片专题展等活动，

致力打造联通“线上”与“线下”的民族

电影文化全新展示平台。9月还将陆续

推民族电影进社区、进机关等场所，通

过展映活动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九进”工作。

（林琳）

本报讯 8月27日，由山西沁源县委

县政府支持拍摄、珈西娱乐影业出品，

薛晋文、李珈西编剧，李珈西执导，赵小

锐主演的扶贫题材农村喜剧电影《大河

向东流之沁源故事》在北京点映，导演

兼主演李珈西、主演赵小锐、制片人王

中琳等剧组主创集体亮相。

在影片中饰演村支书的赵小锐，曾

因《水浒》里李逵一角而家喻户晓。观

影结束后，赵小锐感慨：“有生之年拍到

想演的角色，挺高兴的。作为电影工作

者，就是为大家拍好身边的事。”在回答

观众提问“感到最辛苦的事”时，赵小锐

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方言，“影片中说

的全是山西话，我进组前一个月就开始

练习。”

在映后交流中，有观众问导演为什

么会选择扶贫题材？李珈西表示，最先

看到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薛晋文

写的小说，非常感动，之后又了解了很

多扶贫工作的真人真事，作为一个电影

人，她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脱贫攻坚这

项伟大的事业添砖加瓦。

《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讲述了

村党支部书记郭大河多年来一直坚守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女儿郭小河大学

毕业后毅然回到农村，父女二人在脱贫

攻坚道路上并肩作战、勇往直前的故

事。此片入围了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华语力量”单元，已于 8月 28日登陆

大银幕。

（姬政鹏）

本报讯 由传奇导演克里斯托

弗·诺兰执导的最新原创科幻动作

奇观大片《信条》将于 9 月 4 日登陆

中国内地大银幕。影片近日发布中

国独家海报，在镜像的时空漩涡中，

主要角色悉数登场，战争元素预示

大战将至。而最新一批曝光的国内

外媒体评论中，影片的动作戏、出色

的音效、配乐等酣畅淋漓的大银幕

观感得到好评。

此次发布的中国独家海报中，

两条对角线将背景分割为四部分，

其中两两相对应，呈现出近似互为

镜像的布局。上下两部分一半迷

雾，一半黑暗，危机感紧迫逼近；左

右两部分则包罗了两大重要场景，

荒土与海面分别呈现了全副武装的

佣兵与电光火石的爆破元素，大战

一触即发。先期口碑中媒体曾提到

坚持使用实拍使得影片的战斗场面

“真实且震撼十足”，将会是“最非凡

的观影体验”。 （杜思梦）

本报讯“他们说有百十来个村，

咱们都能找到吗？”8 月 29 日晚于

CCTV-6 电影频道播出的公益纪实

类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第四集

中，首位加盟放映队的体育人——

前女篮国手许诺在接到放映任务时

不禁惊呼。

这一站，她同“温暖有光放映

队”队长林永健、队员邢佳栋一并来

到的原隆村，是宁夏银川永宁县最

大的移民生态村——这也意味着，

将在这里投射的露天放映之光，有

可能温暖百十余组由易地搬迁而来

的村民的心。

“不但要找，而且一个村儿都不

能少！”面对当地村民自己都数不清

的寻村任务，队长林永健抱定使命

必达的决心。而在这段“百村挑战”

之旅中，放映队员们在早已汇聚为

同一大家庭的村民间，探寻到了由

体育与奋斗构筑的更多幸福维度。

举家搬迁，对于中国人来讲从

来不是易事。也正是这种传统观

念，令很多普通民众对于作为脱贫

攻坚工作重要一环的易地搬迁顾虑

重重。

“树挪死，人挪活”。这样一句

说来容易做到难的老话，而今却在

原隆村开出新时代的花朵。

2012 年从官庄村搬迁至此的张

彩霞，如今将一家杂货店经营得有

声有色。回想曾经深山里终日“牛

耕地、人拖犁”仍谈不上收成的日

子，她连连感慨“我们搬来迟了”。

由中平村迁来、同样经营货店的李

向阳，则更富心意地卖起了固原老

家的特色火锅“暖锅儿”，令大家伙

儿在新居地也能重温故乡的味道。

二十年间，曾经荒芜的干沙滩，

在党的政策引领及村民们的不懈奋

斗下，已然变成此间美丽丰饶的金沙

滩。线上扶贫带货，令黄芪、金丝皇

菊、黑枸杞等特色物产走向全国；而

由此带起的产业，也为村民在家门口

提供了诸多可自给自足的岗位。

在当地最富特色的农业旅游结

合项目——红树莓景区中，放映队

员在鸟语花香间见到了工作中的陆

建华，难以想见已成为景区副总经

理的她，在八年之前还是每日背着

两个孩子翻越四个小时山路的农家

妇女。

收集了一路脱贫致富的喜人故

事，“温暖有光放映队”也没有忘记

“一个村都不能少”的任务目标。1
个、6 个、14 个、31 个……每累积一

处村落“徽章”，仿佛就距离那份银

幕之光散发的温暖更近一点。

“小广场见！”在这趟寻访的倒

数第二站，林永健与村民陆建华定

下“观影暗号”。而在原隆村特色葡

萄种植产业园，放映队员终于与来

自大麦沟村的刘丽相会。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与丈夫

在此实现“安居乐业”梦想的她，也

与放映队员们“集齐”124 村的快乐

相呼应。

事实上，早在“温暖有光放映

队”到来之前，宁夏银川就早与中国

电影紧密相连。著名的“西部影

都”，见证着“第五代”电影人用《一

个和八个》在此开山，见证着金熊奖

荣誉作品《红高粱》的火热，更见证

着《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诸

多名作名场面的苍茫诞生。

不同于银幕记忆中尘土飞扬的

广袤戈壁奇景，步入小康生活的原

隆村已成为满是收获、满怀希望的

绿洲。看着村民们亲如一家的景

象，放映队员邢佳栋提议在此放映

《七十二家房客》等反映邻里生活的

影片，许诺则建议放映家国情怀满

溢的《流浪地球》。

“既然咱们来到这了，最好放一

部跟当地有关的电影。”夜幕低垂，

在放映队员们精心摆放成固原原乡

地图轮廓的座位上，原隆村村民透

过电影《闽宁镇》重温着二十年间这

里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奇迹历

程。跨越时空、成为新邻居的他们，

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路上不再是一

个人，而是一家人。 （林琳）

本报讯 近日，第 27 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举办启动仪式，在众多参

选影片中，电影《风平浪静》作为

“特别推荐影片”脱颖而出。导演

李霄峰和制片人顿河亮相启动仪

式。谈到作品取材于现实土壤，李

霄峰表示“电影人生活在这样一个

时代是很幸运的，时代变化中诞生

了很多故事”。当天现场远程连线

了演员宋佳和王砚辉，宋佳认为自

己的角色是一道温暖的光，“和章

宇演绎的感情很有宿命感”。王砚

辉则透露片场爱和章宇较劲，“每

一场戏都很劲道”。推荐电影环

节，顿河最后寄语，“这是一个暗潮

汹涌的电影，有大家的支持才会变

成惊涛骇浪”。

《风平浪静》作为本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 34 部年度推荐影片之一，

电影节对其这样评价：“它将犯罪、

悬疑予以类型的杂糅，同样很好地

把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背景进行

了嫁接，用一种类型观来折射当下

带有思考的现实问题。”

大学生电影节启动仪式上，谈

及创作契机，李霄峰表示，和制片人

顿河在审美及价值观上是相同的。

顿河看过李霄峰上一部作品就很有

冲动想要合作，“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价值讨论里，可以把一个少年犯罪

的故事做得更有意思，也很高兴找

到了最适合它的导演来做。”

李霄峰善于将镜头聚焦现实，

对时代表态，他认为电影人生活在

这样一个时代是很幸运的，“时代

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中诞

生了很多故事，作为创作者其实是

从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这都是得益

于社会土壤的蓬勃发展。”顿河感

叹现实题材提供了创作最广阔的

土壤，“创作者的审美和价值观可

以决定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植物，而

《风平浪静》就是这样一棵挺拔、茂

盛的树木。”

启动仪式还远程连线了演员宋

佳和王砚辉。宋佳笑称自己在一

部犯罪片中负责了爱情的部分，

“潘晓霜这个角色是像光一样的存

在，给章宇饰演的角色温暖的怀

抱”。这也是宋佳和章宇的首次合

作，此前上影节展映很多观众都对

两人在戏里碰撞出的爱意火花大

呼过瘾，宋佳解读角色说，“潘晓霜

很美很有命运感，两个人从在一起

到结束都是很宿命的感情，很有爱

情的味道”。

王砚辉在连线中表示这是一部

很纠结情感很浓厚的电影，“我看到

剧本就被打动了，这是一个很不一

样的父亲，我特别有冲动去塑造”。

电影《风平浪静》是“HB+U”黄

渤新导演计划的作品之一。影片

由李霄峰执导、黄渤监制、顿河担

任制片人，章宇、宋佳、王砚辉领衔

主演，李鸿其特别出演，邓恩熙、周

政杰主演，陈瑾、张建亚、叶青友情

出演。

（杜思梦）

本报讯 8 月 28 日，由玛氏箭牌

糖果旗下品牌德芙巧克力打造、以

“愉悦至上”为主题的大电影《再见

摩天轮》举行线上首映。主演周冬

雨携手导演杨明明，从新世代女性

的生活视角切入，诠释“愉悦至上”

的全新理念。

电影中，周冬雨饰演乐观、自信

的售票女孩，在游乐场即将休业的

最后一天，用自己的“愉悦态度”帮

助失意的老板找回初衷，鼓起勇气

再度起航。“巧克力在变成巧克力前

都是苦的”，她在递出巧克力的时候

笑着说。面对生活，以明亮而温柔

的笑容回应，这正是“愉悦至上”的

精神内核，不仅深深感染了影片中

的主人公，也启发着屏幕前的每

个人。

据悉，《再见摩天轮》8 月 28 日

在淘宝直播平台超前放映，直播间

当日观看量超过百万。完整影片于

8 月 30 日在抖音、bilibili 等平台正式

上线。

（杜思梦）

《温暖有光放映队》迎来“百村挑战”

《风平浪静》获大学生电影节
“特别推荐影片”

周冬雨、德芙联手打造
女性大电影《再见摩天轮》

苏宁影城携手华夏电影CINITY点亮高格式电影极致体验

北京民族电影展“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展映活动启动

扶贫题材电影《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北京点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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