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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推介会正式定档

真实上演海陆空“硬核打拐”

在10月29日的横店推介会上，各类

国产电影悉数亮相，《金刚川》、《英雄连》、

《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光影纪实》、《检察风云》、《大事》、《天下无

拐》、《除暴》、《紧急救援》、《缉魂》、《烈日

之寒》、《扫黑·决战》等影片为推介会带来

了一股正义之势，而电影《天下无拐》更是

凭借着推介会上的热潮正式定档，并现场

发布“催泪”版定档海报和定档预告，“全

民打拐”的主题震撼全场。

此次曝光的“催泪”版定档海报与定

档预告，既展现了儿童安全问题不容忽

视，也呈现了人民警察与人贩子背后恶

势力争分夺秒的较量过程。海报中，一

个孩子的脸庞被一双大手狠狠捂住，女

孩儿留下了无助、害怕的眼泪，画面内容

直戳人心。而首款预告中，人贩子顶风

作案，人民警察兵分三路从海陆空对人

贩子实施抓捕，双方上演的黑白较量紧

张刺激，现场的业内人士看后也不免热

血沸腾。据悉，《天下无拐》讲述的正是

小女孩子妞妞被蒋三犯罪集团成员宝仔

和黑妹顺手牵羊拐走的故事，而妞妞能

否逃离虎口成最大悬念。

一方面，对于《天下无拐》来说，借由

横店推介会这样一个优质平台、一场行

业内盛会来让更多人关注儿童安全、儿

童被拐骗的社会现象非常重要。另一方

面，横店推介会是今年唯一一次全国院

线参与的影片推介会，在我国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的当下，整个电影行业急需

整合资源，推动各方交流，助力中国电影

产业健康发展。这也是《天下无拐》作为

一部正能量电影责无旁贷的重任。

聚焦拐卖拐骗社会话题

多份关注多点希望铺就回家路

打拐题材电影《天下无拐》作为一部

现实题材电影，取材现实、源于生活是它

最温暖的底色。事实上，儿童拐卖不仅

存在于影视作品中，更存在于我们身

边。去年11月18日，人贩子梅姨的第二

张非官方画像公布，但梅姨是否真的存

在，暂无其他直接证据，广东警方仍在积

极开展寻找其余 7名儿童的下落。今年

3月6日，被梅姨拐卖15年的孩子申聪终

于找到，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电影《天

下无拐》正是从现实出发，聚焦引发全社

会共情的儿童被拐问题，与社会议题同

呼吸共进退。

无论何时，拐卖都是一门浸泡在

人性污水中的荒谬生意，这种为了牟

利泯灭人性的罪恶行当，造成众多家

庭的永久创伤甚至家破人亡，毁掉孩

子妇女的一生。人们对这种罪恶勾当

更是深恶痛绝，咬牙切齿。由于各方

面原因，拐卖如瘟疫幽灵般存在，屡禁

不止。为此国家加大了打击力度，通

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打击拐卖，这是一

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是需要全民参与

的战斗。因此，一部打拐的电影《天下

无拐》现已拍摄完成，取得发行许可

证，正等待电影院大面积开放而公

映。此片获得公安部宣传局、刑侦局

打拐办大力支持。在此片上映前夕，

本报记者对《天下无拐》制片人于河和

出品人韩树心进行了独家专访。

《中国电影报》：是什么样的初衷让

您去想拍这样一部电影？

于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

“不忘初心”。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

直在从事儿童慈善事业。也更多地接

触到了拐卖儿童的案例，更加切实地

认识到了拐卖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

响，给受害家庭带来的永久伤害，尤其

是被拐卖儿童的悲惨遭遇非常人能想

象的出来。想到这，就更加有一种责

任感和使命感在敲打内心。也许这一

切都能感同身受，但当这一切都发生

在你身上或身边的时候，你会更加领

悟或者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痛。因为

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丢了，来北京找我

帮忙做广告，发寻人启事，看到他为寻

找孩子所表现出的疯狂和无奈，让我

下定决心必须要做这样一件事。

由于我本身从事文化传媒行业，所

以就考虑如何利用媒体把打拐进行无缝

衔接，所以很自然就想到拍摄一部打拐

题材的电影。站在舆论的制高点，给打

拐一个全新的定义。

《中国电影报》：以前也看过几部类

似题材的电影，像《失孤》、《亲爱的》等，

《天下无拐》和这些电影有什么不同之处

吗？

韩树心：确实如你所说，这两部电影

本身质量、口碑和票房都不错，我也很喜

欢。《失孤》重点在拐卖后寻亲过程中发

生的故事，而《亲爱的》重点放在寻到亲

后发生的故事。《失孤》让人不放弃寻子，

给人希望。《亲爱的》通过很多法律、规

矩、伦理的矛盾，来引起人们对一些看起

来理性的规则的反思。而这两部电影的

共同之处，都是讲述了个体寻子，都是以

被拐儿童的家长自发寻子为主线讲述，

较少出现政府帮助，更没有体现人民警

察为解救被拐儿童做出的巨大努力。事

实上，仅靠家长寻子，那是大海捞针，解

救主要是警察专业手段完成的任务。所

以，《天下无拐》是以警察正面形象为主，

正面讴歌警察“打击人贩子”的正能量电

影。公安部非常支持这部电影，从开机

新闻发布会在公安部瑞安宾馆召开，到

公安部领导出席，再往云南、福建、黑龙

江省公安厅发文件予以支持。感恩所有

帮助过这部电影拍摄过程中伸出援手的

社会各界！感恩香港影星吕良伟的助

阵，感恩阎维文老师演唱主题歌《永远的

骄傲》。

《中国电影报》：打拐是靠政府专门

机构、警察专业手段共同完成的，所以，

电影《天下无拐》在立项过程中，诸如剧

本、导演也必须是业内专家才能成功的

吧？

于河：没错，电影《天下无拐》原名叫

《我的太阳》，其内涵是每个孩子都是每

个家庭的太阳，警察又是被解救孩子心

中的太阳。编剧熊相仔，是江西省公安

厅原宣传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

非常丰富的警察题材编剧经验，如《在劫

难逃》、《阳光小巷》、《防弹衣》、《恋恋芦

花》等，剧本修改了十几次，努力以工匠

精神，打造精品电影。

《中国电影报》：您二位和张鑫导演

合作，也是基于这种专业精神大爱情怀？

于河：这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更

重要的是张导有其独特的观察事物的敏

锐目光。他原来是画家，艺术大师刘海

粟入室研究生。他的绘画作品大气淋

漓，胸怀坦荡，豪放飘逸，被多家美术馆

和收藏家收藏，这也为他后来当导演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导演了多部影视

剧，其中《傅抱石》获金鹰最佳作品奖，

《英雄无语》、《红杜鹃白手套》获中国电

影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不肯

去观音》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世界伟

大影片奖”，被誉为“画家中的大导演”，

“导演中的大画家”，同时也被誉为“佛教

电影第一人”。

韩树心：他的艺术才华与慈悲大爱

胸怀，为《天下无拐》电影注入了公益与

慈善的元素。这部电影除了香港影星吕

良伟加入外，还有郑昊、何政军、张光北、

刘佳、舒耀瑄、王婉娟、赫子铭、张永达、

郑清文等明星加盟。

电影《天下无拐》在 10 月 29 日横

店众多国产电影推介会上引起了关

注，它是续《亲爱的》、《失孤》等打拐电

影后，又一部精心拍摄的打拐力作，成

为2020年11月20世界儿童日的巨献！

世界上没有比拐卖儿童更残忍的

交易，那些带着血腥的金钱，那些被拐

走、被残疾的孩子们身体，他们有多少

能够重获新生、健全和平安归来？

被拐卖的孩子们，有的被培养成

毒品走私犯，打手；有的被卸去身体的

部位成为恶势力集团的乞讨敛财的工

具……这些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牵系

着所有的中国家庭，真害怕哪天自己的

家庭和孩子遭遇这样的不幸。国家在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工作上，一刻

也没有停歇，每年围绕拐卖妇女儿童案

件的抓捕行动，也在有序而惊心动魄地

展开。

一个孩子被拐卖至少三个以上的家

庭破碎，那些整天依靠眼泪撑着日子的

家庭，那些已经哭干了眼睛的父母、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他们都在度日如

年，尤其心理阴影，大于这个世界的一切。

《天下无拐》是根据真实打拐故

事综合完成的一部电影力作，电影

其警匪、悬疑和亲情于一身，在充

满了生与死、爱与恨、正义与邪恶

的较量中，“硬核”打拐成为了国家

保卫妇女儿童安全的正义之师。

电影看点

这是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社会顽疾

的拐卖儿童犯罪类型电影，故事进行

中的复杂过程与被拐卖儿童家庭的寻

找艰辛之路以及拐卖儿童集团的恶毒

残暴嘴脸，无不感染刺痛着观众，电影

环环相扣，情节焦灼紧迫，各种线索聚

集，把悬疑推到极致。我在观看样片

时，眼泪几次止不住流淌，这些倒出人

间疾苦的震撼镜头，你不哭那算你是

“铁人”。

枪战与打戏是电影的另外一个精

彩部分。特别是在茂密的山区、森林

场景，动用了中国武警与警察最先进的

力量以及高端科技设备，给电影增添了

更多彩的内容，枪战与打戏的细节更是

一睹演员们表演精彩！

影片中海陆空三线全面救援抓捕，

尽显中国公安系统的硬核，专业，正义，

和祖国的强大。

内地观众熟知的香港著名演员吕

良伟，这次在电影中有不俗的表现，他

成功的塑造和送达了警察的光荣形象，

可圈可点。吕良伟因与周润发的《上海

滩》合作，饰演丁力一角而一炮走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与著名导演徐克

参演一部新浪潮电影《第一类型危险》，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知名度直线上

升。 1985 年，他与赵雅芝主演电视剧

《雪山飞狐》，分饰胡一刀和胡斐两个角

色获得超赞。

郑昊、王婉娟、赫子铭、何政军等出

演的角色也十分亮眼。

电影的公益影响

《天下无拐》是一部具有公益影响

力的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受到了国家公

安部的鼎立支持，特别是在云南拍摄，

获得当地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

它是一部警示电影，让更多的家庭

与孩子获得预防学习防止拐卖以及打

拐知识现实版的“教程”，具有示范意义

的防拐专业性与公益的影响性，也值得

学校、家庭组织观看。

《天下无拐》是一部具有正能量的

公益电影。

电影的社会意义

《天下无拐》具有祛恶扶正的社会

意义，有效的惊醒人们，防患于未然，提

高警惕、协同打拐。

如果全民齐心努力，让人贩子无路

可走，全民安全的守护成为常态，让妇

女儿童成为中国安全的重要主体，如果

妇女儿童安全了，也证明了这个国家国

泰民安！

守望相助让爱回家
《天下无拐》横店推介会定档11月20日

《
天
下
无
拐
》
：
第
一
次
动
用
海
陆
空
全
面
抓
捕
，

枪
战
武
打
﹃
硬
核
﹄
出
击
，1 1

月2 0

日
震
撼
来
袭

专访电影《天下无拐》出品人韩树心、制片人于河：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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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岛

本报讯 日前，打拐题材正能量电影《天下无拐》在横店推介会上正式宣布定档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全国院线上映，并

发布首款“催泪”版海报和定档预告。据悉，影片由张鑫导演执导，吕良伟、郑昊领衔主演；何政军、舒耀瑄、王婉娟、赫子铭、张

永达、郑清文、葛友元、沈璐等演员联袂出演；祝希娟、张光北、刘佳、凌华健友情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