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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画

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品影片

《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
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抓好题材用好教材

宁夏：争做党史学习教育的推动者

电影《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生动

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而创

作的艺术作品，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从影片创作初期就给予了高度关

注，并从政治导向、价值取向、艺术表达

等层面对该片拍摄制作进行了指导。

“崔景岳烈士牺牲时只有 30岁，但

却用光荣而又短暂的一生,书写了无愧

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生动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马英俊在

电影观摩会后这样感慨。在他看来，百

年党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从崔景岳烈

士身上我们就能深刻感悟到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马英俊说。

据介绍，少年时代的崔景岳执着追

求真理，渴求进步，不仅早早加入了共产

主义青年团，还参加了中共旬邑地下党

领导的向旬邑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

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遇难烈士纪念

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

军阀的罪行。在接触到进步思想后，革

命真理就像一支点燃的火炬，照亮了崔

景岳的心。从此，他选择了一条艰辛坎

坷的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生。随后他在旬邑县农民起义和

陕西、宁夏两地的党组织重建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崔景岳在宁夏被反动军阀

逮捕入狱后，抓住时机对敌人采取反间

计，分化瓦解敌人内部。面对敌人的严

刑拷打，崔景岳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

密，拒绝脱离党组织，拒绝在悔过书上签

字，最终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

命。如今，在银川市兴庆区有一所小学

就以烈士崔景岳的名字命名，操场上还

伫立着镌刻有崔景岳、马文良和孟长有

三位革命烈士头像的纪念碑。他们的革

命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们。

“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非凡奋斗

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

命烈士和英雄人物，形成了一系列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构筑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

强党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在谈到影

片创作缘起时，马英俊说：“宁夏党委

宣传部重点支持并打造这样一部红色

题材影片，不仅仅是为英雄立传，更希

望以此激励党员干部从红色精神谱系

中立心铸魂，传承英雄人物身上的红

色基因，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

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

神，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干事创业

的精神之基，切实担起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时代使命。”

他表示，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

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这

部电影为党史学习教育增添了鲜活“教

材”，应该注重用好这部光影“教材”，做

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推动者。

歌颂奉献 礼赞英雄

专家：一部唱响伟大时代的主旋律

据了解，《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是

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创作拍

摄完成的。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影片

总制片人陈若什以“一切困难皆挑战，

一切挑战即机遇”的态度迎难而上，一

丝不苟地完成了制片任务。

为了拍好这部弘扬革命精神的影

片，电影主创团队多次考察陕西、宁夏

等崔景岳烈士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

方，参观调研了陕西省旬邑县崔景岳烈

士纪念馆及故居，先后赴西安走访崔景

岳烈士亲属，取得烈士生前的第一手真

实资料；与宁夏景岳小学和小坝小学的

师生深入交谈，激发创作灵感思路；邀

请了宁夏本地音乐人为影片谱写原创

音乐，让影片更具宁夏气质。陈若什认

为，主创团队前期筹备工作的细致开展

对创作拍摄和后期艺术加工积累了重

要素材和资料，使整部影片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得到很好的贯通。

导演夏咏在谈到英雄人物创作亮

点时称，“这部电影更加突出人物的心

路历程：从起初英雄对参与革命的向

往，到英雄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再

到英雄为了理想不惜牺牲自我的超凡

心境，最后表现英雄面对即将到来的牺

牲虽能坦然面对，但又因不能看到祖国

解放而无比遗憾，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无比向往，这些思想变化的递进使得英

雄人物更加生动可敬。”

观摩会后，与会专家对本片给予

高度肯定。专家表示，《为了明天升起

的太阳》内容积极向上、故事脉络完

整，秉承尊重历史事实的创作原则进

行艺术加工，力求通过影片展现主人

公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无愧于中国

共产党人光荣称号的高尚革命情操。

影片礼赞革命先辈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现了革命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是一部紧扣时代主题的主旋律

作品，也是一部紧贴党史学习教育，传

承红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优

秀影片。

本片第一出品方宁夏传奇天夏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智辉在观摩

会结束后表示，作为一部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品，影

片能受到业界专家的充分肯定令他十

分欣慰。他希望影片上映后能让广大

观众在观影中得到精神提升，激励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任可）

◎链接：崔景岳简介

崔景岳，1911年生，陕西旬邑人；14

岁考入旬邑县城宝塔高等小学，接受革命

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1928年参加旬邑农民起义；1931

年到十七路军部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

由于叛徒告密，中共陕西省委被严重破

坏，党中央安排崔景岳从陕甘边区前往西

安，参与组建临时省委工作，先后任中共

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

崔景岳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38年，担任中共西路特委书记；1939年

冬，任中共宁夏党工委书记。1940年4月

13日，在宁夏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崔

景岳在狱中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

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拒绝脱离党组织，拒

绝在悔过书上签字，同时抓住时机对敌人

采取反间计，分化瓦解敌人内部并取得一

定成效。1941年4月17日，反动军阀由

于惧怕崔景岳在狱中的分化瓦解活动，丧

心病狂地将他与另外两名中共党员在宁

夏城外活埋，时年仅仅30岁。

本报讯 由李少红监制，秦鹏执导

的电影《迷妹罗曼史》日前发布“我的

迷妹老妈”亲情剧照。盛一伦饰演的

高歌和“迷妹”老妈一起，踏上了追星

罗大佑也是寻找父亲罗大佑的旅程。

在这趟“寻父之旅”中高歌也从一个

不理解妈妈的“叛逆”儿子，最终与母

亲和解，愿意陪老妈再“疯狂”一次。

电影由闫妮领衔主演，周冬雨、魏晨

特别出演，盛一伦、于小彤、郭姝彤主

演，秦海璐、黄觉特邀主演，刘循子墨、

柯达友情出演，5月 28日即将上映。

“我爸是谁？”“罗大佑。”“你是老

年痴呆吗？”电影《迷妹罗曼史》的定

档预告中，母亲高蓓（闫妮饰）和儿子

高歌（盛一伦饰）的这三句简短的对

话展现了母子间的矛盾和冲突。对于

母亲一直声称自己的父亲是著名歌手

罗大佑的行为，高歌感到愤怒和丢

人。但他却从妈妈的“老物件”中发

现了许多“罗大佑”存在于妈妈青春

时代的蛛丝马迹。于是带着疑惑和不

理解的高歌，和母亲一起踏上了寻找

父亲“罗大佑”的路途。高歌在这场

看似荒谬的寻父之旅中，第一次真正

地了解了自己母亲，原来她除了照顾

家庭还有许多“隐藏技能”，也曾有属

于自己的风花雪月。他完成了一个叛

逆儿子对母亲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

变。而你又曾真正地了解过自己的母

亲吗？了解过她那些骄傲的青春岁月

吗？5 月 28 日，和妈妈一起走进电影

院观看《迷妹罗曼史》，了解妈妈的青

春传奇。

电影《迷妹罗曼史》由荣信达（上

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博纳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东方大地

文化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武汉

福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将于 6 月 12 日全国上映的

电影《超越》近日发布“超快乐，越青

春”体校生活预告，主演郑恺、李昀锐、

曹炳琨、张蓝心、张榕容、李晨、金靖齐

齐亮相，各自塑造的角色形象也逐一

露出。

影片讲述了曾获奖无数的“百米飞

人”郝超越在经历人生转型之后陷入低

谷，因为与昔日挚友的再聚被唤醒热血

回忆，并重新振作，实现自我超越的故

事。影片对运动员生活的真实再现，吸

引了广大体育生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

在角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认为

“代入感很强”。

片方近日还发布了一组剧照，用真

挚有力的文案，致敬永不妥协、勇往直前

的体育精神，同时也致敬那些为体育事

业奋斗过的人。为了给观众带来更深刻

的观影体验，剧组在选角上颇为用心，郑

恺和李昀锐这对电影里的“师兄弟档”都

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李昀锐还在一档

运动类综艺节目里勇夺跳高冠军，展现

良好运动水平，而张蓝心更是入选过国

家跆拳道队，并获得全国冠军，此次演绎

谢小芳一角绝对称得上本色出演。除此

之外，曹炳琨、张榕容、李晨、金靖几位演

员倾情加盟，大家用满满的诚意和细腻

的表演赋予角色生命力，携手打造一出

热血励志好戏。 （影子）

《永远是少年》

100年前，健行、文婷等五个青年

学生，加入了初创不久的中国共产

党，在时代潮流的变革和曲折的革命

道路中，走向不同的命运。那些坚守

初心，坚定信仰的的人们，最终被历

史所铭记，他们是无名英雄，也是人

民英雄。

上映日期：5月15日

类型：历史/剧情

导演：冯小宁

主演：李仓卯/伊米娜/杨易

出品方：陕西文化/电影频道/炎
黄宗源文化/人民视听/西部电影集

团/重庆电影集团

发行方：星火同程/华夏/蒸腾影业

《感动她77次》

讲述了单身女孩 Eva 面对旧爱

的痛改前非和新恋的疯狂追求，以及

母亲盼女婚姻幸福的美好心愿，身处

其间左右为难的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5月14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邱礼涛

编剧：李敏

主演：蔡卓妍/周柏豪/马里奥·毛

瑞尔/惠英红

出品方：英皇/聚合影联/凡鱼/之
升影业/东方美之/子禾供应链

发行方：聚合影联/英皇

《泰味儿》

讲述了主人公经历了人生苦难

与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后，与昔

日的厨神共同打造了新的一绝，名

为泰味的五味饼，成为了新一届厨

神的故事。

上映日期：5月14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郑培锋

编剧：傅梅

主演：高晓攀/吕一/李勤勤/李子雄

出品方：京城六合影业/合锋天

下/臻鼎投资

发行方：紫禁城三联/华夏洋洋

文化/恩莱影业

《一百零八》

震后的什邡市妇幼保健院濒临

倒塌，医护人员与孕产妇们在罗汉寺

僧众的帮助下，为新生命连起一道保

驾护航的铜墙铁壁。

上映日期：5月15日

类型：剧情

导演：孔嘉欢

编剧：孔嘉欢

主演：吕星辰/董凡/高亮/吴京/照宇

出品方：坛城圣视/木兰文化/启
泰远洋

发行方：启泰远洋/坛城圣视

《魔法学院》

在英国北部群山中，有一座传说

中的魔法学院。立志成为出色魔法

师的奥拉，为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在从小陪伴自己的萌宠机器人德力

带领下，寻找到魔法学院并在这里遇

到可爱的小龙咘咘和一群拥有魔法

的同学。

上映日期：5月15日

类型：动画

导演：乔根·克卢宾

编剧：乔根·克卢宾

配音：迈克尔·约翰斯顿/本·迪

斯金

出品方：闪耀动漫/前海一马/鸣
晋文化/中铭盛世/黑洞文化

发行方：闪耀动漫

《无臂七子》

记录了 7 位残疾书画家感人至

深的心路历程。

上映日期：5月15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金行征

主演：陈伟强/丁京华/王新德/和
志刚

出品方：何乐不为/华歆文化

发行方：何乐不为

《恐龙飞车》

在遥远的恐龙星球，三角龙菜头

从小喜欢汽车，能够参加恐龙世界的

“神龙谷”赛车总决赛是菜头和所有

车手的梦想，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父

亲是最棒的赛车手，并被神龙谷赛车

场的幕后老板陷害，怀揣赛车梦想和

为父亲复仇的菜头，在洋葱和明叔的

帮助下，与反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赛

车大战。

上映日期：5月15日

类型：动画

导演：朱国洋

编剧：岑国光/金晓敏

配音：李慧娴/四喜/叶佳林

出品方：春晖动画/游族文化

发行方：博视众和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德国）

讲述了一桩发生在德国扑朔迷

离的悬案，年轻的律师在调查一起残

酷谋杀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大阴谋

的故事。

上映日期：5月14日

类型：剧情/惊悚

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

编剧：克里斯蒂安·曲贝特/罗伯

特·戈尔德/詹斯-弗雷德里克·奥托

主演：埃利亚斯·穆巴里克/亚历

山德拉·玛丽亚·拉娜/海纳·劳特尔

巴赫

出品方：康斯坦丁影业

发行方：华夏

《人之怒》（美国）

在一次全副武装的运钞车劫案

中，梅斯先生的儿子作为案发目击

者被劫匪杀害。怒火中烧的梅斯为

报丧子之仇，化身 H 卧底成为运钞

车安保，试图找出杀害他儿子的劫

匪以及与劫匪暗中勾结的安保公司

内鬼。

上映日期：5月10日

类型：动作

导演：盖·里奇

编剧：尼古拉斯·布赫里夫/艾瑞

克·贝斯纳/盖·里奇

主演：杰森·斯坦森/霍特·麦克

卡兰尼/乔什·哈奈特/杰弗里·多诺万

出品方：米拉麦克斯

发行方：中影

本报讯 5月10日，国内海洋探索超

级 IP动画“潜艇总动员”系列电影《潜艇

总动员：地心游记》发布首款先导预告

片。预告片中，正反两派悉数亮相，“潜

艇家族”成员逗号、珍珠更是初入地心

世界，看到了从未看过的奇观。

预告片中，梦想加入“探险家协会”

的逗号和珍珠一起发现了能发光的能

量石，并且跟着叔叔——地质学家“铁

石号”携手探秘美丽而陌生的地心世

界。此外，沧龙、独眼鲨等反派角色也

一一登场，一次正邪两方的博弈，一场

有关地心奇观的探险即将开启。

据悉，“潜艇总动员”首部电影于

2008年上映，这也是国内开发时间最早、

时间跨度最长的超级 IP之一。《潜艇总动

员：地心游记》是该系列电影的第8部，将

于6月1日儿童节开启首场点映。（影子）

日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映前观

摩会在京举行。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

电影局局长马英俊出席活动并

致辞，著名电影艺术家谢芳、张

目以及相关专家出席本次观摩

会。影片由著名导演丁荫楠担

任艺术总监，陈若什担任总制

片人，夏咏执导。

电影《为了明天升起的太

阳》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宁夏

人民与反动军阀进行地下斗争

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

党人崔景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为了争取人民解放，与反动

军阀进行地下斗争不幸被俘。

在狱中，他面对军阀势力的迫

害，临危不惧，沉着以对，成功

铲除了敌特分子。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崔景岳最终因不肯

招降而壮烈牺牲。

据悉，该片由中共宁夏回族

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国艺

术节基金会、中国台港电影研

究会等单位联合摄制，宁夏传

奇天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目前已制作完成，取得国家

公映许可证。该片已入选2021

年“国防万映优秀国产电影展

映”活动片目。

《潜艇总动员：地心游记》儿童节开启点映

电影《迷妹罗曼史》发布亲情剧照

电影《超越》发布“超快乐，越青春”预告

著名电影艺术家谢芳（右）、张目夫妇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电

影局局长马英俊接受媒体采访

本片监制、著名导演丁荫楠接受媒体采访

闫妮盛一伦一起看罗大佑演唱会

电影《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映前观摩会合影

《超越》郑恺饰“百米飞人”郝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