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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周恩来》

晚清末年，列强入侵，民不聊

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周家败落，

周恩来的父亲外出谋生，其母万氏

带领族人勉强度日。出身名门却历

经童年艰辛，幼小的周恩来认识到

了国家贫穷积弱给人民带来的苦

难，从此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雄心壮志。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剧情

导演：唐田/果子

编剧：石穆海/过向宏

主演：周义晟/冯丽丽/刘柏熙/赵

培琳

出品方：楚云文化/蓝天文化

发行方：一九零五影业

《风筝·风筝》

纪录片通过影片中三位小演员

60 年后的重逢，以及新时代与风筝

有关的中法人物故事，回望当年中

法两国人民通过电影梦结下的友

谊，展示中法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

感人故事。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辛少英/许峰

主演：刘祥生/西尔维娅娜

出品方：新影华军文化/五洲/新

影华安/瑞丰洋

发行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华夏

《嘿，那小孩儿》

职业女性肖蔷因竞争心态的趋

势，将 10 岁儿子天天的学习和生活

强行排满。当天天临近崩溃边缘，一

位乡下保姆的出现，逐渐改变了母子

的生活，不仅让肖蔷的观念发生变

化，更让天天找到了久违的快乐。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安彦丞

主演：王紫潼/张瑞雪/袁鸣阔

出品方：彦丞影视

发行方：彦丞影视

《有一点动心》

该片讲述了周启文和相亲 APP

老板陈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上映日期：6月3日

类型：爱情

导演：陈嘉上/朱雪菲

编剧：陈嘉上/吴晓洁/朱雪菲/林

静璇

主演：言承旭/任素汐/柳岩/戚薇

出品方：龙瑞影业/龙乐东方/桦

语影业/国影纵横/精彩时间/潮水音乐

发行方：国影纵横/华夏

《追球》

讲述了一个痴迷足球的少年

在逐梦绿茵场的过程中华丽蜕变

的故事。

上映日期：6月4日

类型：体育

导演：崔可昂

主演：张雪迎/杨骐嘉/王康/秦琦杰

出品方：立速影视/九州兄弟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建筑师》

影片以城市改造为背景，探讨人

与建筑、人与人、老建筑与新建筑之

间关系。

上映日期：6月4日

类型：剧情

导演：丁文剑

编剧：丁文剑

主演：韩立/吴可熙/柳秉钰/郑强

出品方：量润影视/春秋博纳

发行方：千朗文化

《梦境俏佳人》

讲述了谭雅在爱情和事业中都

遇到了各种坎坷，伤心绝望的她在桥

边散心时不慎失足落水，竟然因此偶

遇了在幻境中指点情感迷津的梦婆，

并得到了她的指引，从此进入神秘时

空经历了四种极致的爱情体验的故

事。

上映日期：6月4日

类型：奇幻/剧情

导演：范城馨

主演：梅俪儿/李博/田雨

出品方：乐影盟文化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爱情对话框》

讲述了陈宇和杜鹃、小马和茜茜

这两对情侣在异地恋的相处模式下

如何维系情感的故事。

上映日期：6月4日

类型：爱情

导演：张中亮

编剧：张中亮

主演：盛一伦/陈米麒/王禹/许清

雅

出品方：午臣影视/圣希文化/圣

品值影业/中胜投资/天海互动/西九

成/辛乐昌

发行方：京虹影业

《诗人》

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末一段纠

缠在岁月浪潮中的情爱故事。

上映日期：6月5日

类型：爱情

导演：刘浩

编剧：刘浩

主演：宋佳/朱亚文/张瑶/周里京

出品方：华策影视/青年电影制

片厂/欢喜传媒/中瑞泰丰/国广东方/

八毫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影发行

公司.合影影业/扬帆联和

发行方：华夏天山

《卧云》

人到中年的川剧演员郑卫国，生

活在一座完全没有川剧的城市——

达州，得知当地政府有一个扶持传统

文化的政策后，郑卫国决定复排川

剧，但曾经的师兄弟和女儿都不愿帮

助他。郑卫国克服重重困难将《单刀

会》和《穆桂英打雁》两幕川剧搬上舞

台。

上映日期：6月6日

类型：剧情

导演：魏巍

编剧：魏巍/方江/樊明君

主演：田强/王晶晶/魏燕/孙惟嵩

出品方：乐图恒文化

发行方：乐图恒文化

《匹诺曹》(意大利）

慈祥的玩具匠盖比特制造了

一 个 可 爱 的 小 木 偶 ，取 名 匹 诺

曹 。 他 获 得 蓝 仙 女 赐 予 的 生 命 ，

但却未能成为真正的人。在盖比

特 的 好 友 蟋 蟀 占 美 尼 的 帮 助 下 ，

匹诺曹开始一段漫长的旅程。最

后 ，他 在 考 验 中 培 养 出 忠 诚 和 勇

气，成为真正的男孩子。

上映日期：6月1日

类型：奇幻/冒险

导演：马提欧·加洛尼

编剧：卡洛·科洛迪/马提欧·加

洛尼/马西莫·切可里尼

主演：费德里科·伊帕迪/罗伯

托·贝尼尼/马西莫·切可里尼

出品方：阿基米德影视

发行方：中影

《普罗米亚》（日本）

因突变而产生操作火焰的变种

人“燃烧者”，让半个世界被大火烧成

焦土，陷入前所未见的惨状。在那之

后的30年，当中一群激进份子“疯狂

燃烧者”再次对世界发动攻击。为了

镇压他们引发的火灾，普罗米波利斯

自治共和国司政官古雷，组织了针对

“燃烧者”而设置的高机动救命消防

队“烈焰救火队”。效命于“烈焰救火

队”，并拥有灭火之魂的消防队新人

加洛，碰上了被通缉中的纵火恐怖份

子，“疯狂燃烧者”的首领里欧，两人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两个炙热灵魂

彼此冲撞。

上映日期：6月5日

类型：动画

导演：今石洋之

编剧：中岛一基

配音：松山健一/早乙女太一/堺

雅人

出品方：日本XFLAG工作室

发行方：华夏

《黑白魔女库伊拉》（美国）

故事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朋克

摇滚革命时期的伦敦，讲述了一位名

叫艾丝黛拉的年轻骗子是如何成为

如今兼具疯狂、时尚和报复心的库伊

拉故事。

上映日期：6月6日

类型：喜剧

导演：克雷格·吉勒斯佩

编剧：艾莲·布洛什·麦肯纳/凯

莉·马赛尔/杰斯·巴特沃斯/史蒂夫·
齐西斯等

主演：艾玛·斯通/艾玛·汤普森

出品方：迪士尼

今年“六一”儿童节，一部聚焦周

恩来总理童年成长的影片《童年周恩

来》登陆了全国银幕。电影全景式展

现了周恩来童年的生活、学习情景，片

中，13 岁的周恩来发出了“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时代最强音。一百多

年来，这一豪言壮志在神州大地上回

荡，至今激励着一代代莘莘学子砥砺

前行。

在影片首映礼现场，周恩来总理

的侄儿周秉和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了

周恩来总理的点点滴滴。

在周秉和的印象中，伯父严于律

己，对待家人亦是如此，伯父立下的“不

准搞特殊化”、“不准跟外人提自己与周

恩来总理的关系”等家规，全家人无论

老少都要遵守。对于伯父年幼时遭遇

的生活挫折，在周秉和的记忆里，伯父

从未提起，他只记得，伯父曾与他谈起

北上求学的日子，伯父告诉他“东北的

高粱米，我吃得很香”。最震动他的是，

当时，13岁的周恩来已经立下了“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那句话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受革命熏陶过

来的，这段时期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

定了基础。”周秉和说。

儿时尝尽人间冷暖

电影《童年周恩来》由陈力担任总

监制，唐田、果子导演，周义晟、刘柏

熙、冯丽丽、赵培琳、兰岚等出演，6月

1日正式上映。

周秉和为影片打了高分，这是他

第一次通过视频影像的形式，在大银

幕上看到伯父周恩来从出生到十二三

岁前往东北求学的经历。

电影中，三位母亲（生母万冬儿、

嗣母陈氏、乳母蒋氏）对幼年周恩来的

教诲，让观众看到了家庭和睦、家教得

法、家风优良对一个人成长之重要。

而两位母亲一年内相继去世，面对上

门逼债的债主，9 岁的周恩来没有被

生活击倒，反而是坚强地撑起了整个

家。他强大的内心和意志令《童年周

恩来》剧组的演员们连连发出惊叹。

周秉和回忆，电影里的一些故事

他早前听说过，如童年周恩来去当铺

的情节，“周家是个大家族，有时候还

是要撑门面，逢年过节或者是各种事

情发生的时候，要送这个那个的，周家

后来已经穷得没钱了，怎么办呢？他

只能带着弟弟或者是八婶，跟他一起

去典当房当东西。”周秉和感慨，伯父

儿时幸福过，也失去过，少年丧母，尝

尽了人间冷暖。

看完电影，周秉和表示，他对周恩

来的少年时期有一个比较全面地了

解，作为周恩来的后人，他觉得，“这是

一个学习的机会，对下一代而言，也是

一个非常好的党史教育教材。”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电影中，结束了童年生活的周恩

来离开家乡淮安，北上奉天（今沈阳）

求学。课堂上，面对老师提出的“为了

什么而读书？”的问题，同学们给出了

各式各样的答案，他们有的为了光宗

耀祖，有的为了日后谋份好差事，轮到

周恩来回答时，他站起身来，一字一句

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全片情

绪被这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推向了

高潮。

“伯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连他的

校长都很惊讶。一个13岁的少年，能

说出为天下，为中华，为劳苦大众的

话。”周秉和说，“但他这句话不是说天

上掉下来的，他是这么熏陶过来的。”

周秉和介绍，伯父最早的革命启蒙来

自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小学读书时的老

师高亦吾，他是伯父一直感念的恩师。

“高亦吾是山东章丘人，他年轻时

加入了同盟会，是个革命者，辛亥革命

前就把辫子剪了。别人穿旗袍马褂，

他穿的是西装革履。经常在课上给学

生们讲革命追求。”周秉和说，周恩来

总理正是在他的课堂上讲出了“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秉和透露，当

时，校长亦在场，校长听后，激动地说：

“有志者当效周生。”“这句话是对总

理，对少年周恩来的一个非常高的评

价。”周秉和说。

周秉和回忆，高亦吾与自己的儿

子谈起周恩来总理时说：“我没有见过

这么好的学生，他是我教过的最好的

学生。”而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高亦吾的

后人时，亦感慨说到，高老师是我的恩

师，没有他对我少年时的栽培，就没有

我个人的今天。

在周秉和看来，周恩来总理在奉

天求学时，便已经开始了对救国之路

的思索，这也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

定了基础。

他是人民的公仆

从沈阳到天津，再到日本、法国，

周恩来探寻理想信念的脚步未曾停

歇，直到在法国，周恩来遇见了马克思

主义。周恩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值得

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

坦定律一样”。

周秉和敬仰于伯父周恩来对理想

信念的坚定，他记得，伯父年轻时给伯

母写过一封书信，伯父写到“希望我们

两个将来能像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

莎·卢森堡一样，共同上断头台”。周

秉和说：“伯父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就是要把最艰苦的事放在自己担上，

把责任要担起来，这是他对自己的一

贯要求。”

除了严于律己，周恩来总理对待

家人同样要求严格。周秉和说，自己

从没有过优越感，总理给家里人立下

家规，“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对外说关

系；外地亲属来京一切费用自付……”

周秉和记得，自己在延安插队时，

没日没夜地干活，很少与人交谈，因为

生怕说漏了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侄

子。他笑言，直到他离开延安，队里都

没人知道他的身世。

由于表现出色，周秉和在 70年代

被贫下中农一致推选进入清华大学。

开学前，他去见了伯父一趟，没想到周

恩来总理第一句话问的竟是，“你怎么

搞的？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回来的？”

尽管周秉和连连否认，周恩来总理还

是要去调查他读大学的推荐是否合

规，“如果我当时是走后门读的大学，

他肯定又得把我退回去”，此前，周秉

和曾因不符合参军条件，已经被伯父

从部队“退”过一次了。

在周秉和心中，伯父周恩来不是

人民的官，“他是人民的公仆，他一心

想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周秉和

说，周恩来总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

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直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今天，我们也要继承好老一

辈革命家们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出我们应有的

贡献。

《童年周恩来》六一档全国上映

周秉和忆伯父周恩来：
他的理想信念之坚定令人敬仰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本报讯 6 月 1 日，山西省政府新

闻办于山西太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9 日期间在平遥古城

举办。

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由平遥电影

展有限公司与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

学院联合主办，在保持电影展节目架

构、原有方向和已有特点的基础上，从

机制上升级为省级项目，以新姿态“再

出发”。自发布会当日起，第五届平遥

国际电影展正式开始面向全球征片，

产业项目征集通道也将在6月上旬前

开通。

晋中市委常委、平遥县委书记武

晓花，山西传媒学院院长李伟及平遥

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共同出席发

布会。“感谢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视，感谢省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感谢

山西省上上下下对于平遥电影展的关

心和关注，这是激励我们继续办好电

影展的强大动力。”贾樟柯在发布会

上说。

“作为一个新兴电影展，经过四年

的举办，平遥电影展相应地获得了一

些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展风

格和特点，”贾樟柯总结，“而即将迈入

第五个年头的平遥电影展迎来了重要

的战略机遇期，亟需改革创新。”

发布会上，贾樟柯还正式宣布，中

国领先的开放式移动社交平台MOMO
陌陌将作为首席合作伙伴，继续支持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自 2017 年

平遥元年起，MOMO 陌陌一直陪伴平

遥电影展的成长，非常感谢他们的大

力支持。”他说。

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办于 2017年，

每年在拥有 2700 年历史的平遥古城

举办。第五届平遥电影展将延续此前

四届电影展的节目结构，仍然由电影

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版块构成，

其中电影展映版块保持原有的“卧

虎”、“藏龙”、“首映”、“回顾”和“从山

西出发”五大单元。 （影子）

本报讯 由李少红监制，秦鹏执

导，闫妮领衔主演，周冬雨、魏晨特别

出演，盛一伦、于小彤、郭姝彤主演的

电影《迷妹罗曼史》日前发布“周冬雨

魏晨躲雨”正片片段，年轻的高蓓（周

冬雨 饰）和恋人叶伟军（魏晨 饰）在

树下躲雨时，看到了对方舞台下的

“真面目”，并决定为对方守护这个甜

蜜的秘密。

最新发布的片段中，高蓓和恋人

罗大佑在雨中和夜市甜蜜约会。夏

天、小雨、年轻的恋人们之间甜蜜的

暗号等关键词都让观众直呼：“青春

真好！爱情真好！”

电影《迷妹罗曼史》和以往展现

家庭、亲情影片的视角不同，本片以

儿子帮母亲追星，寻找母亲青春和回

忆的方式对母爱进行思考与探讨。

导演用充满想象甚至略带奇幻色彩

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中国式的亲子关

系：我们从出生起就认为母亲就是母

亲的样子，却从未意识到她也是从青

春一路走来。观众们也感觉影片中

母子相处的日常十分真实：“儿子不

了解妈妈的心思，妈妈想支持小孩却

找不对方向”、“妈妈也曾是他们那个

时代的潮流女孩啊”。

“太还原了”是观众对这部电影

最多的评价之一。高蓓和叶伟军的

爱情故事发生在 1990 年的深圳，剧

组道具、妆容、服饰等方面下足了心

思，为了还原当时年轻人的精神样

貌，魏晨带上长假发和大墨镜，是当

年最迷人的流行歌星；周冬雨更是化

身世纪末的潮流少女，跳健美操、听

罗大佑、第一个吃麦当劳。细节上还

有如火如荼的马拉松比赛、墙上的亚

运会吉祥物盼盼彩绘、在街边烫头的

阿姨等，一下子就把观众拉回到了90
年代的夏天。不少观众也觉得代入

感极强：“太像我们年轻时工作的工

厂了”，“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很

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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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目前正在热映中。

（木夕）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10月12日开幕

《迷妹罗曼史》时代细节让人物更饱满

本报讯 爱情电影《当男人恋爱

时》将于 6 月 11 日全国上映。近日，

电影发布人气乐队茄子蛋演唱的主

题曲《爱情你比我想得还要伟大》MV
及歌词海报。

近日发布的主题曲《爱情你比我

想得还要伟大》MV 由中国台湾地区

知名摇滚乐队茄子蛋倾情献声，摇滚

复古的曲风唱出男人在爱情中的真

心情话，鼓点声声敲出爱的回响。保

龄球进洞，灯光熄灭，梳着背头的帅

气小混混阿成（邱泽 饰）拿起麦克

风，在“爱你99”的炫目灯牌下为心爱

的女孩浩婷（许玮甯 饰）唱起爱的告

白。阿成与浩婷相遇、相知、相爱的

画面一帧帧映入眼帘，茄子蛋用阿成

的口吻唱出浪子的痴情自白，爱意与

歌声共鸣，层层递进，最终落入“给你

全部的爱，爱你直到白头”的终身承

诺，极具节奏感的旋律将在灯红酒绿

的世界里的每一段平凡伟大又刻骨

铭心的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猫叔）

本报讯 动画电影《疯狂海盗

团》正在热映中，电影发布全新预

告与儿童节海报。此次发布的全

新预告同样精彩无限，预告开篇闪

耀无比的魔法宝石瞬间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然而转眼间，宝石就被

少年马可取走，一路上，他遭遇猴

子的追击和马加·卡恩的火球攻

势，还好在霸气威武的剑齿虎船长

的保护下，魔法宝石才没有落入坏

人之手，马可、平基和维罗妮卡三

个少年在冒险中展现出的勇气也

令人钦佩。

电影《疯狂海盗团》是挪威著名

动画导演拉斯穆斯·A·西韦特斯的

全新力作，他曾获得过第 69 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

影片、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

动画片等多项大奖提名。

（林琳）

《当男人恋爱时》6月11日浪漫上映

《疯狂海盗团》发布“六一”全新预告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