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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第14个世界孤独症

日即将到来之际，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

宣传促进会、长春视立方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等单位出品的扶残助残公益电影《梦想

森林》观影活动在京举行。中国残联副主

席、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会长

程凯，中国残联宣文部、中国精协、新促会

相关负责人，电影主创团队、残疾人代表

及媒体代表1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梦想森林》讲述了孤独症少年康健

一家，在邻居杨爷爷和残联志愿者的帮助

下，历尽艰苦克服障碍，为梦想执着奋斗

的故事，展现了孤独症家庭的坚韧和努

力，呼吁全社会关爱和理解残疾人，彰显

了人间大爱。

程凯表示，在世界孤独症日即将到来

之际，新促会联合相关单位适时推出这部

电影，对于增进社会各界了解孤独症这个

群体的生活状况、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关爱

和帮助，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各界

更加关心孤独症群体，为他们平等参与社

会生活、共享人生出彩机会奉献一份力量。

《梦想森林》导演樊超表示，电影弘扬

了人道主义精神，反映出残疾人面对生活

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传递了积极

向上的理念。今后会多拍好片，为扶残助

残贡献更多的力量。

观影结束后，大家交流观影心得，纷

纷表示《梦想森林》故事感人，倡导了扶残

助残社会风尚，是一部很有观赏价值的正

能量好影片。

据悉，电影《梦想森林》是由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长春视立方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该片邀请了国

家一级演员牛犇、国家一级演员杜源等众多

艺术家及新生代演员参演。 （影子）

本报讯 西影集团宠物题材奇幻爱情

电影《再见汪先森》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和

预告片，正式定档5月21日暖心上映。影

片由王大治编剧导演，萧子墨、张国强、吕

晓霖、柴碧云领衔主演，高峰、冯秦川主

演，王迅、杨新鸣、李诚儒特别出演，讲述

了“汪星人”与“铲屎官”之间互相陪伴与

守护的奇幻感人故事。

此次发布的定档海报以暖色为主色

调，画面前方是一枚戒指放在钢琴上，钢

琴的黑白键不断往远处延伸，仿佛是一条

架在云彩之上蜿蜒曲折的天路，两只狗狗

就在钢琴键铺就的路上向前奔赴而来，寓

意海报的主题“奋不顾身奔向你”。

预告片则透露了更多暖心信息，“汪

星人”江米条从出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主

人，虽然和主人相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

年，但却是狗的一生。我们无法想象狗狗

对主人的感情有多深，正如影片台词所

说，“狗狗愿为你做更多的事，它们能想到

的所有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感人台

词瞬间戳中养宠人的内心。

据了解，为了寻找外形、体型符合角

色要求的“演员”，《再见汪先森》摄制组几

经周折，辗转陕西省及周边多个地市，几

乎跑遍全国，最终海选到 10 个品种共计

50 多只“汪星人”。在训犬基地里，担任

主角的腊肠犬与巴哥犬还发生了很多匪

夷所思的小故事，而“汪星人”在影片中的

表现也称得上是一大亮点。

（李佳蕾）

本报讯 电影《你的婚礼》日前发布的

“奋不顾身”版预告，讲述了一个奋不顾身

地追寻与错过又重逢的甜虐爱情故事。

影片由青年演员丁冠森、晏紫东、郭丞、王

莎莎、梁靖康、刘迅共同演绎，青春光线影

业有限公司、造梦机影视出品，韩天执导，

许光汉、章若楠领衔主演，将于 5月 20日

上映。

此次发布的“奋不顾身版”预告中，鲜

活呈现了周潇齐为年少的一见倾心——

尤咏慈奋不顾身追寻十五年，但又在命运

的捉弄下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甜虐爱情

故事。该预告把那些不再复返的青春时

光，奋不顾身的执着与勇气，还有命运般

的错过与遗憾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勾勒出

了爱情中的千姿百态，甜虐交织成这个引

人无限期待的故事。

同时，电影《你的婚礼》也曝光了“奋

不顾身”版海报，海报上周潇齐与尤咏慈

在大雨中紧紧相拥，阐述着这段周潇齐为

尤咏慈奋不顾身的爱情。当两个人从初

次相遇，到一次次错过，再到一次次重逢，

让他们意识到奋不顾身奔向对方，勇敢地

在一起是多么重要，所以才有周潇齐拼尽

全力跑向尤咏慈，不顾大雨滂沱，深情告

白：“我想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吗？”这份深情瞬间戳中所有观众心中的

软肋，也鼓舞着面对爱情需要勇气的每一

个人。

《你的婚礼》由青春光线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造梦机影视有限公司出品，将于

5月20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这是我的新姐姐，她叫张子

枫。”“给大家介绍我的新弟弟，他叫荣梓

杉。”由陈正道执导，殳俏编剧，郭富城、段

奕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杉领衔主演的

五一档悬疑电影《秘密访客》近日发布“我

们姐弟俩”特辑，展现张子枫与荣梓杉“不

好惹”姐弟的首次合作过程。同时，《秘密

访客》还宣布将会有IMAX版本的上映。

张子枫、荣梓杉作为新生代演技派演

员代表，他们的角色“思诺”、“朱朝阳”已

经深入人心。不同于银幕形象的“不好

惹”，两人在拍摄现场快速熟悉成为姐弟，

彼此陪伴、照顾和打闹，欢乐又温馨。一

个化身暖心姐姐，安慰被“恶魔”导演讲鬼

故事吓到的弟弟；一个化身小暖男，连玩

闹都不舍得用力“惩罚”姐姐。但对待表

演，两人都展现了不同于年龄的专业和认

真，特别是一场姐姐梦游的重头戏，张子

枫的表演十分惊艳，急促的呼吸，抽搐的

表情，爆发的情感，投入的演技，诡异的嘶

吼“帮我绑鞋带”，让现场工作人员都惊叹

不已。而弟弟戏里戏外宛如两人的表演

也得到了姐姐的夸赞，两人“一秒入戏”的

不俗演技让人更加期待他们在《秘密访

客》中的精彩表演。

《秘密访客》由新丽传媒、阿里巴巴影

业（北京）出品，5月1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第十一回》并不是电影原本的名字，起

初这部电影叫《如是我闻》，源自佛经里的一

句话。陈建斌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这四

个字特别好看，很有意思。”

直到电影摄制完毕，剪辑的过程中，创作

团队把原本的内容剪成了章回体，一共有十

回。于是，陈建斌冒出了一个想法，所谓“第

十一回”，是电影放映结束后一个全新的开

始。“哪怕这个名字让人摸不着头脑，没有商

业性，但我非常喜欢。当电影结束，观众走进

生活，才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第十一回’。”陈

建斌说。

一个看似戏剧性的片名诞生过程，恰好

和电影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某种呼应。

电影《第十一回》将戏剧融入其中，并且贯

穿整个故事，给人一种戏剧和生活相互交映的

感觉。陈建斌认为，戏剧和电影本来就是一体

的，电影的本质就是来自于戏剧。电影与生

活、戏剧与生活的关系，也都是共通的。

正如影片中多次出现镜子折射，马福礼

被投射到电视机屏幕上的片段。陈建斌认

为，这就是戏剧和生活的关系，剧场和生活的

关系一样，原本就都在一个体系里。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进行

表演，将每个人的人格，分为真正的自己和表

演出来的自己，这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陈

建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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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电影《梦想森林》观影活动在京举行

《再见汪先森》定档“521”
暖心讲述宠物与主人的爱与陪伴

电影《你的婚礼》定档“520”

《秘密访客》张子枫荣梓杉上演“反差萌”

2016年，演员陈建斌首部转型拍摄的黑色喜剧电影《一个勺子》收获好

评，让极具个人风格的“陈氏幽默”大放异彩。

时隔五年，导演陈建斌第二部自导自演的黑色喜剧电影《第十一回》终于

带着浓浓的陈氏风味奔赴而来。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信念的故事，主人

公马福礼因经年旧案而四处奔波，又因家庭矛盾而焦头烂额，他在一团乱麻

的人生中不断寻求真相，逐渐缕清、摸准、看透了生活的意义。

《第十一回》是一部个人风格非常浓郁的喜剧电影，人物荒诞行为被“合理

化”展现之后，形成既矛盾又合理、既朦胧又真实的感受，且处处展现幽默，令人

忍俊不禁。在荒诞幽默包裹的外壳下，陈建斌将个体与生活、梦幻与现实、虚无

与真相交织错落，令人捧腹后仍留些许意犹未尽。

而这种意犹未尽，也是属于每个人现实生活的“第十一回”。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著名表演艺术家

牛犇饰演热心肠邻居大爷。与牛犇的这次合

作，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陈建斌：牛犇老师非常敬业，我们拍完一

个镜头，需要重新布光，他坚持不回去休息，

就坐在片场的台阶上。他告诉我，不希望离开

现场的氛围，离开角色。我非常感动，他这个

年龄还真么认真对待表演、对待创作。

《中国电影报》：牛犇老师饰演的角色亮相

不多，但趣味十足。他代表着生活中哪一类

人？

陈建斌：生活当中有很多热心肠的人，他

给予你的帮助是无限的。在你需要的时候，这

种帮助就是及时雨。但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他

仍然帮助你，会对你的生活、心理形成非常大

的伤害。这个人物告诉我们，热心肠有可能会

办坏事情，甚至会伤害到别人。

《中国电影报》：您还记得第一次看牛犇老

师演戏是什么时候吗？

陈建斌：我小时候第一次看牛犇老师的

戏，就是《牧马人》。牛犇老师的演技没有痕

迹。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在镜

头前真实地生活、奉献出自己的演员。

◎陈建斌谈与牛犇合作：他一直在镜头前奉献真实的自己

“信念，要有信念。”这是陈建斌最喜

欢、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

信念，一直贯穿着整个故事，同时也

是电影积极、正能量精神内核的高度概

括。在陈建斌看来，有信念，爱情才能称

为爱情，家庭才能称之为家庭，生活中大

家坚守的、异常珍贵的东西，基石都是信

念二字。相反，如果没有信念，生活就好

比空中楼阁，也像是沙子铸起来的堡垒。

“因此，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信念，

它可以赋予生活强大的力量，也可以给

你生活的真相。希望每一位看过电影的

人都能怀揣信念，都能从中得到力量与

启发。”

电影中，主角马福礼因涉事旧案新拍话

剧而成为大闹剧场的“常客”，为了捍卫自己

口中的真相他使出浑身解数阻止排练，却意

外窥探到当年案件的全貌。

在这个过程中，马福礼不断的征询别人

的意见，是个看似有些“拙笨”的人。但在陈

建斌看来，老马和每个人一样，老马不笨，我

们也不一定很聪明。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手机里看一些鸡汤

类的内容、一些励志的推送信息，这些内容就

好比老马打听来的消息，这些内容的背后，隐

藏着资本，也蕴含着知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对

自己的认识。”陈建斌说。

在大众看来，卖早点的老马是个不折不

扣的“小人物”，他与金财铃和金多多是非常

大众的一个家庭。但陈建斌认为，本质上没

有“小人物”或“大人物”，在历史的车轮面前，

大家都是渺小的“小人物”。不论是所谓的什

么阶层，每个人都和老马一样，认不清自己，

认不清自己的生活。

“不论是老马，还是《一个勺子》里的拉

条子，都是有很多认知上的不足。作为创作

者，我对于我、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了解都

不满足、不清晰，这些疑问、疑惑投射到角色

身上，让角色带着我们去思考、去追寻。”陈

建斌说。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第十一回》折

射出底层人物的生活现状，也探讨了“何为真

正的自我”这一命题。

电影中，每个人物都拥有不同的两面，一

面映射现实，一面则只能隔屏窥探。憨直老

汉马福礼因自己心中的真相几番辩解，话剧

团导演胡昆汀因案件的普世认知陷入“被改

戏”风波，在不断“撕扯”的过程中，“马福礼

A”与“马福礼B”由此而生，舞台上的胡昆汀、

贾梅怡则渐渐与现实中的李建设、赵凤霞产

生重合，人对戏达到了更深度的理解。

影片中真实与虚幻交织错落让人产生一

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强烈感受，人物与

角色不分你我，就好像现实中人不得已而带

上小丑面具展露 A 面隐藏 B 面，却在不断扮

演中渐渐分不清哪个是真实，哪个是假象。

对此，陈建斌解读称，人要追寻自我需要

一个前提，就是“何为自我”。他说，“从历史

的角度说，人曾经在这个时空中占有一定的

时间与空间，但我们有些时候对所经历的事

情，并不是特别明晰与确定。”

例如马福礼，虽然他是当事人，但并不了

解真相，只了解自己看到的部分。陈建斌说，

也许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能够帮助

我们找到生活里的真实。这是胡昆汀和贾梅

怡一直在戏里寻找的，也就是胡昆汀说的迷

人的、庞大的、深刻的东西。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排这部戏，能够排到

哪里，能够找出什么样的真相，只是在做自

己心目中的艺术创作。但没有想到通过

艺术，他们最终找到了生活的真相。”陈

建斌说。

◎从《如是我闻》到《第十一回》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我们不比老马聪明

◎信念，要有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