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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改编自残奥会冠军苏桦

伟真人真事，由吴君如监制，尹志文

编剧并执导，吴君如、张继聪、梁仲

恒、冯皓扬领衔主演，卢海鹏、钱小

豪、胡子彤、麦沛东、杨伟伦、钟雪莹、

蔡天诺主演的电影《妈妈的神奇小

子》定于 8 月 21 日、8 月 22 日、8 月 28
日、8 月 29 日、9 月 3 日开启超前点

映，9 月 4 日全国上映。影片近日发

布“金牌的背面”特辑，古天乐拉吴君

如“入伙”还原苏桦伟与苏妈励志热

血传奇，反映出残障运动员为国争光

背后生活的不易与艰难，也呼吁大家

能多关注残障运动员群体。

在“金牌的背面”特辑中，吴君

如表示自己与这部电影的缘分始于

古天乐向她“安利”了一个故事，并

邀请她来担任监制、主演。吴君如

被苏桦伟的真实事迹打动，决心亲

力亲为，光古天乐遇见她亲自盯后

期就有数十次以上。

吴君如坦言自己很喜欢这部

戏：“真人真事总是特感动，这个故

事很励志很感人，落后的人猛追上

来肯定是最好看的，你拍一个上来

就赢的人有什么好看呢？”作为电影

“发起人”的古天乐也表示自己深受

感动和启发：“经历了疫情之后，面

对什么困难输了不重要，最重要的

是从后面追上来，这部戏把这个精

神传达给我了，也希望将这个精神

带给观众。”

《妈妈的神奇小子》改编自残奥

会冠军苏桦伟真人真事，通过展现

苏桦伟和苏妈艰苦励志的一生，揭

露出了残奥运动员及其背后家庭面

临的种种现实困境。

吴君如感慨道：“残奥金牌和正

常奥运金牌的奖金是天差地别。”片

中苏桦伟虽是世界冠军，收到的奖

金和政府津贴都不如正常运动员，

长期艰苦训练落下的伤病也没钱治

疗，靠送快递才能勉强支撑基本生

活。古天乐也表示，社会对残障运

动员得奖或是奖金待遇的关注度太

低了，更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

的辛酸。东京残奥会最近开幕，通

过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也希望呼

吁大家为中国残奥运动员喝彩，多

多关注残障运动员群体。 （木夕）

本报讯 由中影发行，迪士尼·皮

克斯动画工作室出品的动画电影

《夏日友晴天》正在热映。片方近日

发布影片看点特辑：作为皮克斯全

新原创力作，《夏日友晴天》引领观

众穿越到夏日地中海的碧海蓝天，与

一对海怪少年共同踏上闯荡人类世

界的“冒险”。

看点一：

“今夏最值得看的合家欢作品”

《夏日友晴天》是皮克斯动画工

作室的第 24 部长片。成立 35 年来，

皮克斯不断突破技术创新和想象力

的边界，为观众开启瑰丽缤纷的银幕

旅行，并以一贯的真挚情感和纯粹主

题治愈心灵。而《夏日友晴天》还是

继掀起全球热潮的《寻梦环游记》、

《心灵奇旅》等之后又一非续集原创

作品，更多了一份惊喜。

而影片的出色口碑也成为优秀

品质的体现，“烂番茄”口碑解禁以

来，始终保持高达90%的新鲜度开局，

媒体和观众均给予高度好评，被形容

为“欢乐、美好、少年气十足的夏日旅

行”，是今年夏季值得观看的合家欢

电影。

看点二：

美不胜收，置身夏日地中海小镇

《夏日友晴天》由彼得·道格特亲

任监制，曾获奥斯卡提名的埃里康·
卡萨罗萨担任导演，打造一个美丽、

浪漫、复古，又带有一丝奇幻色彩的

盛夏天堂。

来自意大利的浪漫风情，与皮克

斯的顶级技术水准结合，将地中海风

光融汇升华，打造出比现实更加惊艳

迷人的美丽世界。如观众评论：“五渔

村的海岸，意大利面，还有海怪……每

一帧画面都是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

看完电影就像是到地中海小镇来了

一次暑假远足。”

看点三：

海怪少年浮出水面登场

和《玩具总动员》有生命的玩具、

《寻梦环游记》的亡灵世界一样，《夏

日友晴天》也尽情放飞想象，打造了

一个栩栩如生的海怪种族。不谙人

事的海怪男孩闯入陌生可怕的人类

世界，强烈的错位效应为两个少年的

成长故事带来更大的冲突。

无论是避免遇水显形的小心翼

翼，还是学习新事物的好奇探索，抑

或是“铁人三项”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无不精彩纷呈。而海怪少年圆润的

形象设计，和热血可爱的性格，也势

必成为皮克斯大家庭中的人气成员。

看点四：

少年友谊，献给青春盛夏的情书

除了可爱的外形之外，《夏日友

晴天》两位男主之间的少年友情，也

将引发观众共鸣。告别懵懂的少

年，不再满足于海底的方寸天地，开

始对更广阔的世界充满向往。当此

之时，同龄人的友情也因纯粹而更

显美好，成为每个人最为珍贵的成

长记忆之一。正如导演所言：“《夏

日友晴天》讲述的，是友情带给我们

的改变，这是一封写给青春盛夏之

年的情书。”

看点五：

成长主题，抓住夏季的尾巴

影片的成长主题则让观众在欢

笑治愈之外更获得激励前行的力

量。13 岁的卢卡认识世界的过程也

是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每一个选择

都导向更多的可能，而突破舒适圈的

尝试也不可避免地带出了自我怀疑

和彷徨不安。

只有与内心坦诚对话，找到真正

的自己，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夏日

友晴天》中的卢卡最终迈出了第一

步，观众也势必有所共鸣，获得启迪：

“只想玩耍的可爱海怪为所有害怕踏

出舒适圈的人，找到了一个简约美丽

的化身。”

（木夕）

本报讯 由陕西梦想花开影业有

限公司出品，东莞市龙火映画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共陕西

省委宣传部、中共西乡县委、西乡县

人民政府联合摄制，陕西梦想花开

影业有限公司承制，江苏冬青木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影片

《秘密暗线》，8 月 25 日晚黄金时段

（18：30）在央视电影频道（CCTV6）
首播。

据悉，影片以陕西汉中的真实

历史事件为原型创作，以 1933 年 5
月红四方面军同国民党军队左派将

领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为线索展开，

讲述了爱国将领杨虎城派出特使冯

智前往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接洽，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

下，克服重重困难，不畏牺牲为红军

不断运送物资的故事。

陕西梦想花开影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年底开始精心策划创作摄

制反映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的电

影故事片，并荣获 2019 年度陕西省

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在中共陕西

省委宣传部和中共西乡县委、西乡

县人民政府的指导、支持下，主创

团队多次重走那条红色交通线，进

行体验生活和沿途走访革命前辈，

收集大量物品资料和影像资料，以

此强化编剧力量，认真进行剧本创

作、剧本研讨、剧本修改和再创作，

对影片的拍摄进行精心策划，使影

片具备了坚实的党史基础、文学基

础和拍摄基础。

影片《秘密暗线》由汉中籍影视

剧作家翟舟樯编剧，沈聪监制，青年

导演尹礼卫和吴俊贤联合执导，高

聪和吴昌安担任制片人。史超、郝

艾莉、赵中华、王新忠等出演。为了

真实再现汉中特色风貌，出品人尹

礼卫决定，影片大量外景在故事发

生地西乡县境内拍摄，其余场景转

场去浙江横店影视城完成拍摄。在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电影

行业协会指导下，该片于 7 月 23 日

在西安首映，受到相关领导和业内

专家一致好评。

（姬政鹏）

据统计，截至 8 月 20 日，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可

供订购影片 4400 余部，其中 2020 年

以来出品的影片150余部。

上周有 29 个省区市的 118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 1077 部影片，共计

18 万余场。7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

部，其中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订购最多；2 条院线订购影

片过万场，其中衡水春雨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20000场。放

映方面，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表现较为突出，回传放映卡

次 数 超 270 次 ，回 传 放 映 场 次 超

12000场。

多部新片大片登陆农村市场

《侍神令》、《第十一回》、《寻汉

计》、《真·三国无双》、《波斯语课》等

多部 2021 年城市影院上映的影片日

前登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其中

《侍神令》为“春节档”影片，收获票房

约 2.7 亿。至此，2021 年“春节档”影

片中已有《侍神令》、《你好，李焕英》、

《刺杀小说家》、《新神榜：哪吒重生》4
部影片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除了上述故事片新片外，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还新上了《洪灾的

预防与科学应对》、《儿童用眼健康

常识》、《强身健体太极拳》、《农村生

态田园综合养生》等一批指导人们

健康安全生活的科教片。其中《洪

灾的预防与科学应对》的推出正当

时，院线可根据辖区防洪减灾宣传

配合放映该片，以达到更生动直观

的科普效果。

故事片订购方面，7月上线的吕

剧电影《乡医老牛》夺得周冠军。影

片聚焦农村现实生活，讲述了乡村医

生老牛在村里行医二十余年，医术精

湛，与百姓关系紧密，展现了“医者仁

心”、“大医精诚”的主题。

科教片订购方面，《扫黄打非警

示录》、《拒绝毒品 幸福人生》、《可可

小爱之知法懂法》等警示教育题材影

片上周受关注度较高。

公益放映助推防汛宣传

当下仍处在暴雨、洪水等自然灾

害高发时节，多地农村院线积极配合

当地防灾宣传，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把相关知识传递给大家，做到群

防群策，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四川省会东县农村电影放映服

务中心及时与当地应急管理和自然

资源等部门联系，利用进村放映电影

的机会放映地灾防治宣传片 200 余

场，覆盖到全县所有乡镇。山东省沂

水县电影公司对全县公益电影放映

员进行放映安全工作培训，确保汛期

农村地区观众的观影安全，同时在农

村、社区加强安全题材科教片的放

映，不断强化群众的安全意识。

近期，部分院线还对影片授权、

放映监管等功能流程进行了改进升

级。陕西世纪长安院线将影片授

权、写卡业务以及片源库建设等职

能下沉至各服务站，实现了影片授

权写卡、拷贝片源全部可在各服务

站就地完成，缩短影片从订购到放

映的时间，满足了群众的多样化观

影需求。河北省保定东兴院线将院

线监控平台对接到河北省电影局监

控平台，加强了对放映地点、放映时

间、放映影片的实时监管。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影片《秘密暗线》央视首播

《妈妈的神奇小子》发“金牌的背面”特辑

古天乐吴君如畅聊制作“初心”

迪士尼·皮克斯《夏日友晴天》五大看点

解锁海边唯美回忆

本报讯 由安乐影业出品、《寒

战》系列导演梁乐民执导的电影

《梅艳芳》日前宣布将于 2021 年 11
月香港上映，并发布了演员阵容。

除了历经 3年精挑细选的梅艳芳饰

演者王丹妮之外，“金像影帝”古天

乐、林家栋，分别饰演梅艳芳挚友

Eddie 和华星唱片公司总经理苏先

生，梅艳芳生前好友的杨千嬅饰演

参与发掘梅艳芳的华星唱片公司

唱片部经理 Florence，三人细腻诠

释助力梅艳芳成为一代“天后”的

点滴故事。

在片方发布的“一人一句忆梅

姐”特别视频中，参演的演员们动

情分享了他们眼中的“梅姐”。在

王丹妮心目中，梅艳芳是“有前瞻

性的女性代表”；在古天乐眼中，她

“教会大家坚持”；作为好友和后辈

的杨千嬅评价梅艳芳“有大爱”。

而梅艳芳更是大家的“集体回忆”，

“懂关怀、有义气”，“大家姐”一般

的存在，她是“乐坛传奇”，堪称“芳

华绝代”。众人纷纷道出对梅艳芳

的敬仰之情，希望能通过这部电

影，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梅姐、爱

上梅姐，传承她的音乐精神。

（木夕）

《梅艳芳》11月香港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