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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5 日，纪录电影《大学》

在清华大学举办首映礼，电影监制尹

鸿，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影片主要

人物之一蔡峥参加，与观众近距离交流

互动。

纪录电影《大学》以清华大学为拍

摄对象，采用纪实的手法，呈现四位清

华人不同的人生境遇与选择，从而传递

大学的精神和使命。首映礼上，观众好

评如潮，纷纷为电影点赞，称《大学》是

“最走心纪录电影”，电影“理想与你皆

耀眼”的主题语也被频繁提及。

影片之所以好看，源于其真实。长

达三年的伴随式纪实拍摄，超1000小时

的素材时长，提供了一场“沉浸式”真实

大学生活体验：最初进入校园的新鲜和

喜悦、大一新生的雨中军训、传道授业

的百人大课堂、第一次和异性亲密牵手

的校园舞会……每个人的大学生活各

自不同，也许满是精彩，或许充满遗憾，

但那里装着所有人最美的青春年华，藏

着每个人的年少心事。当在庸常忙碌

的工作生活中忘记初心的时候，《大学》

就如同及时雨，让你回头看看那个对未

来充满期望的自己，带着曾经的赤诚之

心，打起精神继续上路。

监制尹鸿分享电影选择“大学精

神”来展现的缘由，“大学的精神，一定

是体现在人身上，所以电影选择了四个

看起来普通、但是不平凡的老师和学

生，在这些老师、学生，包括即将进清华

的学生身上来传达清华的精神，传达大

学的精神。”

现场，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还宣

布，清华大学正式启动“追光行动”。

在清华大学启动实施“自强计划”

十周年之际，为更多地讲好中国高等教

育的故事，点亮更多少年心中的理想之

光，使大学之道在全社会产生更大范围

的共鸣和传播，清华大学发起公益项目

“追光行动”，邀请清华师生校友、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加入，组织中学生免费观

影《大学》的活动。

从 7 月 9 日电影上映起，“追光行

动”将优先面向县域中学、中西部地区

中学、基层工作校友所在地中学、清华

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所在地中学送《大

学》上门，积极鼓励当地青少年勇敢“追

光”、理想当“燃”。7 月 3 日，“追光行

动”首场活动已落地湖南省慈利县。

（赵丽 李霆钧）

本报讯 由爱尔兰国宝级动画制作

团队卡通沙龙历时五年匠心制作，斩获

37项国际大奖、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等

110项大奖的年度动画神作《狼行者》终

迎来全国上映。近日片方举办“纯真救

世界”主题首映礼，观众无不被手绘美学

的极致画风深深感动。

首映礼现场，电影《狼行者》的制片

人杨莹，爱尔兰大使馆代大使、临时代办

韩家睿，业界嘉宾易小星、朱婧汐、石璐、

杨超等一同亮相，热切表达对影片的喜

爱之情，期待大家走进影院感受这部暑

期档极具观影体验的动画电影。

在谈及影片《狼行者》的独特性上，

杨莹表示，汤姆·摩尔导演被誉为欧洲

的宫崎骏，坚持用极度繁复精致的手绘

画风表达普世情感，不被已有的动画规

则束缚，将无限想象力付诸于画面实

践，让画面成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要

素，相信观众亦能感受到蕴含在影片中

的惊艳创作风格。

《狼行者》虽为 2D 动画，创作团队

却用“疯狂”的创作方式，展现出了别具

一格的场景与画面。影片中狼群自由

奔跑追逐的场景、“狼眼视角”的奇妙呈

现，均为摒弃传统动画制作模式，使用

全新技术构建后，再逐帧用手绘呈现画

面，力求给观众在大银幕上带来具有突

破性的视觉体验，最大化美学艺术展

现。映后分享观影感受时，观众也表示

“舍不得眨眼”、“大银幕的视听效果是

动画电影中从未有过的震撼感受”、“这

是最值得在大银幕观看的动画”。而电

影中小女孩萝宾与狼行者米巴的倾听

理解与双向奔赴，更是深深打动了全年

龄层观众，孩童们用纯真的勇气和爱，

拯救了桎梏重重的人类世界，带领大家

重返自由天真乐土。

（影子）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和新西兰Huhu
工作室联合摄制的奇幻冒险动画《直立

象传说》近日宣布定档并发布一款定档

海报，该片将于7月30日在全国院线重

磅上映。作为中国和新西兰的第一部

动画合拍片，《直立象传说》匠心独具，

将东方文化语境与西方动画技术完美

融合，讲述了“桃栗象”木子李为冲破奴

役枷锁，毅然踏上“找寻自我”之路，最

终战胜重重困难，使全家人重获自由的

故事。该片以其兼具东西方美学特色、

华美精良的视听效果使观众徜徉在奇

幻的世界之中，并入围了第93届奥斯卡

最佳动画长片。

此次发布的定档海报中，“桃栗象”

木子李和儿子乐儿位于中央，被“希望

精灵”萤火虫团团守护，背景是传说中

勇猛的“直立象”和猎人的剪影，暗示木

子李与猎人斗智斗勇，在光明与希望的

指引下无畏无惧勇敢前行。正如海报

中的标语“找回失去的自己”那样，木子

李也冲破枷锁，奋力抗争，为了理想和

自我努力追寻，最终为家人谋得了自由

与幸福。

《直立象传说》被评价为一部适合

全年龄层观众的“合家欢”电影。片中

呆萌“桃栗象”十分受小朋友欢迎，影片

寓教于乐，有助于小朋友树立正确价值

观，父母也在片中学习到如何为孩子做

榜样，教会孩子爱与责任。《直立象传

说》重新唤起了人们追寻梦想、找回初

心的勇气，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拒绝“躺

平”才能收获硕果。

近期，中国云南大象迁徙成为焦

点，在迁徙途中，人类为象群提供帮助，

定期投喂食物，甚至用无人机来监测活

动路线，保护它们的安全。这背后折射

出的不仅是中国在对动物保护，以及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的重视，更体现了

国人对生命的敬畏。

《直立象传说》的主题也恰恰如此，

“桃栗象”本是有手有脚、懂得思考、会

说话的高等生物，但因为受到诅咒而沦

为人类奴隶。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对

“桃栗象”作为工具肆意买卖。片中的

木子李则在儿子的启发下，挣脱枷锁，

用顽强抗争来捍卫自我，最终获得了生

命的自由和解放，电影背后的意义发人

深省。 （杜思梦）

《中国医生》

影片讲述了全国各地的白衣逆

行者们在这场浩大战役中纷纷挺身

而出、争分夺秒、浴血奋战在武汉抗

疫前线，不顾自身安危守护国人生命

安全的震撼故事。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剧情

导演：刘伟强

主演：张涵予/袁泉/朱亚文/李晨

出品方：博纳影业/珠影集团/长
江电影集团/中影/华夏/阿里影业

发行方：博纳影业

《红船》

影片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求

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故事视角，准确演

绎、全方位呈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

程与历史必然性，从原点解读中国共

产党百年的历史逻辑和百年的奋斗

初心。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剧情

导演：沈东/王德庆

编剧：黄亚洲

主演：侯京健/陈都灵/王志飞/张桐

出品方：浙江影视/华夏/大有影

视/山东文旅投资/新华出版社/河南

电影集团/潇影集团/安徽电影集团/
珠影集团/广西电影集团/铂象文化/
初心文化

发行方：华夏/长江电影集团

《再见汪先森》

12 岁的腊肠犬“江米条”在帮主

人方一一挽留爱情时挺身而出，却

意外离世来到汪星世界，在这里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却前尘，这就

意味着他将不再记起和方一一的点

点滴滴，也许记忆可以重置，但爱着

方一一的本能经年难忘，江米条奋

力反抗冲破阻拦，历经艰险重返人

间，穿越茫茫人海，用另一种方式陪

伴在方一一身边。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爱情/奇幻

导演：王大治

编剧：王大治

主演：萧子墨/张国强/吕晓霖/柴
碧云

出品方：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影集

团/启泰远洋

发行方：西安电影制片厂/启泰远

洋/陕西西影电影频道

《俑之城》

地下世界，千奇百怪，不仅生活

着兵马俑，还有各种各样的青铜文物

复活的青铜兽和一种叫做“地犼”的

地底原生生物。地犼与俑的战斗旷

日持久，男主角蒙远是地下秦陵中一

打杂的杂役俑，他和神秘少女史玉合

作抓捕地犼、经历险境，不料却发现

地犼与兵俑战斗不息的谜团，却因此

遭遇更大危机。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动画

导演：丁亮/林永长

编剧：徐芸/崔铁志/王钢

主演：朱光祖/张茗/周子瑜

出品方：华强方特/猫眼微影/方
特影业/金逸嘉逸/快乐阳光/抖音文化

发行方：猫眼微影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爸》

在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科幻世界

里，大头儿子携手“完美爸爸”一起

畅游神奇乐园。然而，“完美”的表

面背后，实则暗藏危机，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父子面对困难，又该如

何解决……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动画

导演：何澄/刘可辛

配音：鞠萍/董浩/陈怡/耿晨晨

出品方：央视少儿频道/央视动漫

集团/万达影视/猫眼微影/中文在线

发行方：万达影视

《大学》

在清华园里，有四个人正站在自

己人生的路口。他们之中，有刚历经

高考、一波三折地考入心仪学府的第

一代“00”后大学生，有即将离开象牙

塔、面临艰难抉择的博士毕业生，有

旅美归来入职清华、满怀“观天”理想

却挑战重重的青年教师，有耄耋之

年、荣休后依然坚持站立三尺讲台的

老院士。影片以三年的悠悠光景，诉

说了四个清华人一生的理想，以及在

他们身后属于这所大学的永恒青春。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

主演：钱易/蔡峥/宋云天/严韫洲

出品方：清华大学出版社

发行方：猫眼微影

《不在远方》

影片讲述了一位在异国他乡长

大的小女孩回到中国的感人故事，

通过学习中国文化，感受中国的人

情和温暖的热土，最后决定留在中

国的情感故事。

上映日期：7月9日

类型：喜剧

导演：沐太息/姜大伟

主演：高晓攀/江欣烨/郑岚/杜玉明

出品方：双子兄弟

发行方：双子影业

《天工苏作》

影片从琳琅满目的苏州传统工

艺门类中，撷选了具有代表性的9项

手艺，并以12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的视角，讲述了这些手艺的

前世今生，以及每位传承人与手艺之

间发生的温情故事。

上映日期：7月10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孙曾田

编剧：李立宏

主演：李立宏

出品方：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发行方：大象点映

《笨鸟大冒险》

刚出生的鸻鹬鸟因练习飞行时

遭遇危险而没能学会飞行，只能徒步

踏上前往天堂谷旅程的冒险故事，在

天敌追击的过程中，它爬过悬崖，越

过草地，翻越山岭，也成长为了更勇

敢的自己。

上映日期：7月10日

类型：动画

导演：袁翙鹏

编剧：张琦

主演：李珊珊/巩大方/汤雨水

出品方：炫彩社/众合千澄/嘉行

文化

本报讯 7 月 1 日，电影《九妹村

的暴风骤雨》（暂定名）在黑龙江尚

志市亚布力镇开机。在接下来的

近两个月时间里，电影主创、主演

和众多艺术家们将全力以赴倾情

创作和拍摄，用饱满的热情打造一

部反映当下现实、展现新时代振兴

乡村风貌的轻喜剧电影作品。

据介绍，本片是 2021 年黑龙江

省重点电影创作项目，改编自黑龙

江籍作家旻雁的小说《九妹村》，由

白铁军和旻雁编剧，导演卫青联合

李麒等共同执导，郭家铭、杨童舒

以及马树超、杜旭东、程六一、刘聪

等领衔主演。

导演卫青介绍说，电影《九妹

村的暴风骤雨》（暂定名）在作家旻

雁的小说《九妹村》的基础上，进行

了更加艺术化和生活化的改编，为

本次创作赋予了更大的历史时空

视 角 和 更 丰 富 的 新 时 代 农 村 特

色。原著讲述了党领导下的土地

改革、人民公社、联产承包等不同

历史时期，三代女村支书杨九妹、

刘九妹、金九妹为了改变家乡面

貌、追求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史诗。

电影创作将阐述视角从七十多年

前的土地改革一直拉近到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当下农村生活，着重描

写 80 后农村女大学生、九妹村党支

部书记、村长金九妹，放弃城市生

活，毅然回乡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结合省“小康龙江”助农电商平

台，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和文旅

产业，致力于家乡的乡村振兴的生

动故事。

开机当天第一场戏的拍摄现

场，该片联合导演李麒和编剧白铁

军率领摄制组各工种紧张忙碌，李

麒说，虽然当天所拍场景不多，但

主要是为开机初始进行摄像、灯

光、录音、化妆以及演员表演等各

方面的磨合与完善，使各部门及演

员迅速进入创作拍摄状态。他说，

自己在与作家旻雁和军旅出身的

导演卫青先生相识后，被他们火热

的创作热情和为新时代无私奉献

的精神所感染，惺惺相惜之下一拍

即合地加入了这个剧组。

“以往并没有接触过生活中的

基层村官，对他们的生活也不了

解，前不久采风去参观了位于尚志

市亚布力的《暴风骤雨》纪念馆，重

温了这部老电影，同时又与当地的

书记、村官们进行了深入接触，才

深深感受到他们工作于生活的不

易。他们分管任务繁重，工作琐碎

复杂，却又收入不高，很多还需要

靠业余的额外劳动作为生活补贴，

遇到村民家里有事儿有时候还要

自掏腰包给与支持帮助。与村官

儿们接触的越多，就越会发现他们

身上太多令人感慨甚至震撼的真

人真事。他会与主创人员一起将

这些动人的真实生活情节恰当地

地植入影片创作，让电影更加的真

实感人，为观众塑造更加丰满的农

村基层党员干部形象。”李麒说。

（李佳蕾）

本报讯 由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

心和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以“时代楷模”甘肃省古浪县八步

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

群体为生活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八步

沙》，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展映展播优秀影片，将于 7 月 8 日晚黄

金 时 段（20：15）在 央 视 电 影 频 道

（CCTV6）首播。

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

进群体，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

和全国的老先进典型。40年来，以“六老

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

不渝、拚搏奉献，科学治沙、绿色发展，作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

践行者,持之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事业，在

八步沙茫茫荒漠生动书写了变“沙逼人

退”为“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为生态环

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8 月到甘肃

考察工作期间，特地前往八步沙林场考

察，并指出，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六老

汉”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要弘

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

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激励人们投身生态

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建设

美丽中国而奋斗。

影片以三代人英模链中的第二代

人为中心，精心进行艺术创造。片中鲜

活立体、可信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曲

折跌宕、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时

代流变、风沙奇观、河西走廊古浪一带

的山川胜景、民风民俗等诱人眼球的影

像，实现了真实典型向艺术形象的完美

转换，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和感染力。

《八步沙》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行、兰州时代土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恒达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甘肃

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制。影视剧

作家陈玉福、王煜担纲编剧，青年导演

旭泽担纲执导。李艺科、刘培清和多位

甘肃本土演员出演。

（姬政鹏）

《九妹村的暴风骤雨》开机

郭家铭杨童舒展现新时代村官风采

《大学》清华首映

青春与理想之光闪耀夺目

《八步沙》7月8日电影频道首播

《狼行者》唤醒天真拥抱“自由之森”

合家欢电影《直立象传说》定档7月30日

◎ 新片

《革命者》

聚焦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的革命历程，创新多视角展

现1912至1927年间李大钊上下求索

带来革命火种，感召毛泽东等仁人志

士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历程。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徐展雄

编剧：张子五

主演：张颂文/李易峰/佟丽娅/彭
昱畅

出品方：光线影业/七印象影视/
河北电影制片厂/华夏

发行方：光线影业

《1921》

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

风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

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

故事。

上映日期：7月1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黄建新/郑大圣

编剧：余曦/赵宁宇

主演：黄轩/倪妮/王仁君/刘昊然

出品方：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
次元影业/中影集团/华夏/中央党校

大有影视

发行方：腾讯影业/猫眼微影/中
影集团/三次元影业

《悬崖》

一座海滨小城，几家欢喜几家

愁，一位开着观光旅游车的单亲爸爸

余光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相信了

一位投资人，然而把车抵给投资人后

却发现被骗；开修车行的兄弟准备关

店大吉，突然天降大单，交货时，老板

的一脚油门却让一切烟消云散；一对

多年无子的夫妇简如月、方达巧遇大

师，妻子以为多年夙愿终将成，然而

命运似乎又和他们开了玩笑。

上映日期：7月2日

类型：剧情

导演：韩志

编剧：刘娟娟/李娜

主演：王迅/李易祥/张磊/王佳佳

出品方：开画影业

发行方：开画影业

《狼行者》（爱尔兰/卢森堡）

讲述了11岁女孩罗芬的神奇经

历。罗芬作为一个年轻的学徒猎人，

她和父亲一起来到爱尔兰，准备消灭

最后一批在那里的狼，但是改变她的

事情来了，她发现了狼行者，此后一

连串的古怪故事就发生了。

上映日期：7月3日

类型：动画

导演：汤姆·摩尔/罗斯·斯图尔特

编剧：威尔·柯林斯/汤姆·摩尔/
罗斯·斯图尔特

配音：霍纳·妮芙茜/伊娃·惠塔

克/肖恩·宾

出品方：爱尔兰卡通沙龙/卢森

堡梅鲁西制作公司

发行方：中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