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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人民楷模”王继才和

妻子王仕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守

岛人》6月 18日全国公映以来，热度持

续上升。影片在生动的故事、开阔的

意象和正能量的主题中，表达出朴实

而又细腻的情感，主创人员真情投入，

深刻演绎守岛人精神，让各个年龄阶

段的人们都能从中找到共鸣点。来自

各行各业的观众，都被王继才夫妇的

初心、磨砺、坚守，以及影片传达的真

挚情感所打动，他们纷纷化身“自来

水”，为《守岛人》献上走心好评。观众

纷纷表示“影片没有炫技，没有煽情，

一切都显得自然真实”、“从故事中看

到了坚守的意义和价值”、“信念的力

量令人心潮澎湃”。

影片最新发布的口碑特辑，再现

了全国路演活动的盛况。观影热情高

涨的市民与群众，都自觉戴上口罩，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地进行观影。

2小时片长，还原了王继才夫妇守岛的

32 年激荡岁月，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们。有公交车司机声音颤抖着发言

“从王继才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他身

上的坚定与执着，带给我们这些平凡

人很多力量”。一位大学生激动表示

“如今我们拥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要感

谢王继才这样负重前行的平凡英

雄”。女性影迷则感慨“被夫妻二人

‘你守岛，我守你’的爱情深深触动”。

更有现场媒体感叹“平凡的勇士，朴素

的史诗”。

《守岛人》大部分场景在平潭县的

一座海岛上，潮湿、高温、暴雨，是剧组

遭遇的环境常态。为了保障拍摄顺利

进行，导演组需要根据每天的天气阴

晴、风级大小、潮汐、风浪等情况，实时

制定拍摄方案。各组工作人员以最快

速度架构机器、铺设轨道、摆放道具，尤

其拍摄雨戏时，还需要使用人工造雨，

提前调试洒水车龙头喷洒的角度、力

度、水量。此外，潮水的变化速度很快，

只有在涨潮的几小时内，摄制组才能拍

摄渔船靠岸的戏份，所有人都争分夺秒

与时间赛跑，拍摄现场如同战场。

一切汗水与付出都是值得的，影片

目前所取得的过亿票房成绩，以及来自

普通观众的真实好评，都印证了《守岛

人》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现实题材佳作。

该片抖音话题播放量突破 2.1亿，

抖音征稿活动已接收 669 条视频，守

岛人抖音官方账号演员特辑视频播

放量“327.5 万+”，守岛人公映预告播

放量“283.6万+”，微博热搜一度置顶，

猫眼评分 9.4、淘票票评分票 9.2、豆瓣

评分 7.4。
影片不仅得到观众好评，也得到专

家高度认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认为：“影片有那么多的共情点，

这是影片成功主要的情感基础。”电影

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主任曹寅评价：

“这是一部具有很强思想震撼力、艺术

感染力的英模题材影片，也是创新之

作、超越之作、精品之作。”国防大学军

事文化学院教授詹庆生说：“导演陈力

曾在过年时上岛与王仕花联床夜话，深

入探寻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将震

撼性的故事透过细节的真实，赋予影片

打动人心的强大力量。”

（杜思梦）

本报讯 7 月 15 日，第六届成龙国

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办，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起人、演员成

龙，山西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

福，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曹寅，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中

国电影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陈玲等

嘉宾参加启动仪式。

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由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大同市人民政府、成

龙国际集团联合主办，将于8月6日至

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举办。

启动“十大经典动作”评选活动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凝结国际力

量，为世界动作电影人提供交流互鉴

平台的同时，更是以动作电影为媒，

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据电影频

道节目中心主任曹寅介绍，本届成龙

电影周以“国为我强，我为国强”为主

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内

容精彩纷呈，主要包括：入城仪式、功

夫电影展映、主题论坛和展览、“经典

动作”评选、以及融媒体直播和闭幕

式等环节。

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立足

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

黄金发展期，特设置经典动作电影

“十大经典动作”评选活动，将聚焦

全球经典动作电影，通过观众网友

广泛推选、专家精选、评委会最终评

选的方式，评选出“十大经典动作”，

在全民的光影记忆中寻找同频共

振 ，在 影 史 经 典 之 中 汲 取 不 竭 力

量。评选结果将在 8 月 8 日闭幕式

中揭晓，也将收入中国电影博物馆

馆藏。

“剧本游戏·大挑战”等

创新活动引发期待

与此同时，“剧本游戏·大挑战”、

“大踏步向前进——小康圆梦大型融

媒体直播”等特色活动也将推出。其

中，由1905电影网主办，奈何剧本杀联

盟、华录新媒体、一九零五技术服务公

司等协办的“剧本游戏·大挑战”活动，

将于8月4日至7日亮相。据第六届成

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总制片人、1905 电

影网董事长李玮介绍，本次活动将在

大同代王府设立剧本游戏实景及 VR
体验馆，呈现一场高科技沉浸式古风

舞台展览。此外，与大同历史文化结

合的定制剧本游戏《木兰从军》届时也

将重磅推出。“给我一天，带你穿越千

年；给你一天，带你照进未来！”

大同脱贫攻坚“母亲花”敬献

奥运健儿

时值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200 天与

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东京奥运之际，

成龙与张吉福书记向到场的冬奥英雄

送上包含大同黄花在内的“鲜”花，并

附上参与本届电影周的英雄帖。

作为冬奥冰雪项目的冠军代表，

拿到电影周英雄帖的张虹激动表示，

成龙大哥也是动作电影界的世界冠

军。目前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她，

即将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奔赴东京奥运

赛场，她也期待代表成龙与广大电影

观众的热情，向所有奥运健儿带上最

真诚的祝福。“不要有压力，但一定要

拼尽全力！”发布会上，成龙向广大奥

运健儿加油呐喊。 （林琳）

本报讯 纪录电影《天工苏作》

7 月 10 日上映以来，凭借“天工开

画卷，苏作耀古今”的雅精细巧，

得到了纪录片爱好者的一致好

评。影片日前在京举行特映会，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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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影

片，总制片人李红表示，“希望通

过大银幕把苏州最有代表性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介绍给全国观

众，也希望通过传承人和他们所

传承的手艺之间的故事，让大家

了解苏州的传统文化，爱上苏州

的传统文化。”

《天工苏作》撷选了灯彩、核

雕、宋锦、明式家具、苏式船点、苏

绣、香山帮建筑营造、缂丝、玉雕

等 9 项典型的苏州传统工艺，以

12 位非遗传承人的视角，展现流

传千年的传统工艺在历史长河中

的流变与革新。12 位主人公不同

年龄、不同阅历，不同领域、各攻

其巧，但都以一生坚守一艺，凸显

了以守正创新为核心的新时代苏

州工匠精神。导演孙曾田这样阐

释影片的创作初衷，“通过这些人

和艺的‘厮磨纠缠’，呈现当代工

匠精神的核心：开放包容的视野，

一丝不苟的钻研、敬天爱人的涵

养、持之以恒的创新。”这些手艺

人既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时代

的创造者。

《天工苏作》的核心不仅在于

“艺”，更在于传艺之“人”。12 位

传承人的人生际遇与传统工艺相

交汇，家族传承、师徒情谊的美好

在传承手艺的过程中彰显：船点

师傅为了表达对小孙女的爱，用

颤抖的手重拾搁置了八年的手

艺；年轻绣娘为习得“双面绣”，追

随苏绣代表性传承人，誓要一生

学艺；灯彩大师则说，“世界上的

灯，说到底只有两种——给人家

看的和给自己看的。给人家的挂

在外面，亮了还要灭；给自己的放

在心里，始终亮在那儿。”寻常手

艺人不寻常的手艺故事、内心激

荡及生活智慧，将带给观众独特

的审美体验。

该片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指导拍摄，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摄制，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苏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

室联合出品，已于 7 月 10 日上

映。 （林莉丽）

本报讯 已于7月16日在全国各大

影院上映的动画电影《济公之降龙降

世》日前在京举行了首映礼。影片总

监制靳东、总导演兼总制片人刘志江、

编剧张挺、艺术总监王伟以及影片主

题曲《济公》的作曲与演唱者戴荃参

加，并与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以总监制这样一个全新身份参与

电影的演员靳东表示，距他上一次拍

电影差不多有 20年的时间了，这次以

一个全新的身份回到电影中来，也是

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影给大家带来新

的感受，为我们中国原创的无论是动

画片还是电影多做一点贡献。

音乐人戴荃分享了他为电影创

作主题曲《济公》背后的故事。他表

示，写歌跟做电影一样，先要感动自

己，才能写出感动别人的歌。随后，

戴荃现场演唱了《济公》，收获了现场

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编剧张挺

表示：“我们现在走的道路是当年上

海美术制片厂走的路子，是《七色

鹿》、《小蝌蚪找妈妈》卡通化，这个

探索刚刚开始，远远没有成熟，但是

我还是希望大家多支持！”

演员洪剑涛作为观众，带着儿子

洪洋参加了首映礼。他在观影后表

示：“影片太震撼了！画面、音乐，整个

呈现出来的气势非常棒，戴荃的歌真

的非常好。中国的动画片越来越牛

了，我很喜欢这部片子！”在《觉醒年

代》中饰演鲁迅的演员曹磊表示这是

一部很温暖的电影，一个少年在成长

的路上一点一点蜕变成一个男人，总

是能碰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林琳）

《三湾改编》

讲述了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

毛泽东在三湾村领导“三湾改编”，创

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

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的故事。

上映日期：7月19日

类型：历史/战争

导演：杨虎

编剧：肖裕声/王玮

主演：侯京健/郭家豪/单仕杰/廉
双岳

出品方：江西电影制片厂/八一

厂/吉安广播电视台/西江月文化

发行方：西江月文化

《我的父亲焦裕禄》

全片从“一名党员”、“一位干部”、

“一个亲人”三个不同的角度全面立体

地回顾了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

上映日期：7月23日

类型：剧情/传记

导演：范元

编剧：高满堂/李唯

主演：郭晓东/丁柳元

出品方：明德万国影业/恩泽影

视/峨影集团/长江电影集团/金禾影

业/松茂影视/九头鸟文化/宇文文化/
湖北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万达影视/人间指南

《白蛇2：青蛇劫起》

南宋末年，小白为救许仙水漫金

山，终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小青则

意外被法海打入诡异的修罗城幻

境。几次危机中小青被神秘蒙面少

年所救，小青带着出去救出小白的执

念历经劫难与成长，同蒙面少年一起

寻找离开的办法。

上映日期：7月23日

类型：动画

导演：黄家康

编剧：大毛

配音：唐小喜/张福正/魏超/赵铭洲

出品方：追光影业/阿里巴巴影

业/猫眼微影/哔哩哔哩

发行方：淘票票

《大城大楼》

讲述了一对90后青梅竹马的发

小，用自己的方式挥洒青春热血，在

各自岗位上，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挣

扎，践行梦想，创造奇迹。

上映日期：7月23日

类型：青春

导演：谢鸣晓

编剧：何晴/何明

主演：陈奕龙/李媛/佟瑞欣

出品方：上影

发行方：上影

《贝肯熊2：金牌特工》

特工熊贝肯意外遗失了超级芯

片，变回普通北极熊，为了成就自己

的特工梦，他踏上了寻找芯片的冒险

之旅。

上映日期：7月23日

类型：动画

导演：张扬

编剧：刘珮如/潘依然

配音：汤水雨/徐佳琦/任亚明

出品方：奥飞影业

发行方：千澄影业

《七月的舞步》

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顾悠悠热

爱街舞，在老妈的期许下学习着芭蕾

舞，在每个人的青春时代，有彷徨也

有热血，但都面临最终的选择，在男

朋友毛雪山的鼓励下，顾悠悠决定跨

出追寻梦想的那一步，拒绝了中央芭

蕾舞团的邀请。

上映日期：7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曹岸

编剧：曹岸/谭雅之

主演：张予曦/黄小蕾/黄景行/姜超

出品方：七门影业/一亥影视/京
元素

发行方：友梦影业

《巧虎魔法岛历险记》

巧虎和小伙伴们正在准备给妈

妈的母亲节礼物。一个神秘少年突

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并把他们带到

了神奇的魔法岛，魔法岛上的大魔法

师想要独占这些康乃馨，巧虎他们开

启了冒险之旅。

上映日期：7月24日

类型：动画

导演：河村友宏

配音：李晔/沈达威/罗玉婷/王晓彤

出品方：合源文化

发行方：合源文化

《一席之地》

在物欲横流、唯金钱论的浮躁环

境下，文学青年黄龙毕业后独守内心

的坚持，终于在文坛闯出自己的一席

之地，一时的功名却也让他陷入自己

内心的洪流。

上映日期：7月23日

类型：剧情

导演：杨子城

编剧：潘习龙/熊朝学

主演：吕松浩/杜伶俐/于谦/王泺然

出品方：华第影视

发行方：千朗文化

党史教育和西藏题材主题

电影展映活动

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

更高的工作热情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5
月 20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优秀

影片展映活动之“党史教育和西藏

题材主题电影展映活动”在拉萨市

乐百隆电影城隆重举行，活动免费

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自治区住建厅等 150 多家

区中直单位放映，重点展映了《解

放了的中国》、《党的女儿》、《长

征》、《农奴》、《孔繁森》、《我的喜马

拉雅》等 13 部党史和西藏题材主

题优秀影片。截至目前，参加展映

活动的城市影院总放映场次 102
场，观影人次 7218 人。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通过观看影片，回顾中国

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

宝贵经验，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最大优势，引导党员群众加深对党

的历史理解和准确把握，切身感受

艰辛历程、巨大变化、辉煌成就，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使广大党员干部学出忠诚信仰、学

出责任担当、学出为民情怀。

藏语版译制电影《1921》首映

7 月 13 日，藏语版译制电影

《1921》首映仪式在拉萨市乐百隆

影城举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文联、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

区翻译工作者协会、西藏影视家协

会、自治区话剧团等部门相关专家

学者参加首映仪式，并共同观看了

影片《1921》藏语版，观影结束后专

家学者对该译制影片给予了高度

评价，表示译制影片是在短时间高

质量完成的精品力作，藏语版能够

深度与原片人物契合，完美展现了

建党的历史时刻，同时在全区 40
多家城市影院同期上映。

藏语版《1921》是西藏自治区

电影公共服务中心党委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先行先试，开拓创新的举措，

是西藏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

首次直接对接影片出品方进行译

制的探索性工作，得到了国家电

影局、中影译制中心等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西藏自治区电影公

共服务中心 3 月初与影片《1921》
出品方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取得联系，洽谈影片藏语版的

译制和发行工作。通过各方协调

与努力，于 6 月 26 日，收到字幕版

台词本，中心党委从政治高度立

即安排部署成立了影片《1921》译

制工作组，充分发挥担当和奉献

精神，精心策划，完成整理零散音

频制作译制母带，梳理影片拍摄

脚本排版译制台本，分组录制前

期配音，同步开展后期制作，提前

策划影片后期宣推等相关工作，

从接片到与汉语版院线同期上映

仅用了 12 天时间。全区各族群众

同 期 观 看 到 藏 语 版 译 制 电 影

《1921》，进一步激发广大观众的

爱国主义热情，扩大优秀国产电

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全区

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通过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区

上下兴起了一股红色观影热潮。

在乡村，群众们早早的拿起凳子，

坐在院子头，听着放映员讲解党

史，等着夜幕降临后的电影放映，

银幕点燃了全区农牧群众庆祝党

的百年华诞，坚定跟党走的星星之

火。在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电影院，集中

观看党史教育和西藏题材主题展

映影片。同时，藏语版《1921》在全

区城市影院热映，电影好评如潮，

营造了“看一部电影传承爱国精

神，红色影片洗礼群众精神”的“看

电影学党史”氛围。

（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

心供稿）

纪录电影《天工苏作》举行北京特映会

电影《守岛人》口碑特辑再现真实好评

观众泪洒影院实名力荐

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8月启幕

《济公之降龙降世》热映收获众多好评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