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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少年》

“好学生”黎菲与“坏孩子”张辰

浩，在同一个班级从高一走向高三，

他们各自经历了时代大潮下家庭的

变迁，一起摸索着未知的生活，奋力

而坚韧地成长起来。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青春/剧情

导演：殷若昕

编剧：殷若昕

主演：张子枫,张宥浩,徐帆,焦刚

出品方：大地时代/大隐光时文

化/英皇影视/禧优文化

发行方：猫眼微影

《龙井》

绫野为完成奶奶千绘的心愿，来

到龙井村寻找一罐特殊的龙井茶。

她在炒茶大师之子梁龙的帮助下，故

地重游，感受奶奶千绘的初恋故事。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爱情

导演：谢鸣晓

编剧：古兰月

主演：薇薇/熊佳骏/谢润/刘磊

出品方：蓝联听雨文化

发行方：之江影业

《垛上花》

叶梦虹和男友安子鸣来到湖洲

村，叶梦虹的舅舅金虎是村支书。周

志轩的蔬菜脱水厂由于环境污染问

题被关停，正值收获香葱的季节，脱

水厂被关，村民们的蔬菜没有销路，

大家陷入了困难……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剧情

导演：张少军

编剧：印星林

主演：魏宸靓/岳鹏飞/杨晓丹/朱
佳奇

出品方：全线影视

发行方：华诚电影电视数字节目

有限公司

《误入青春》

有次在疗养的世界里因为广

场舞比赛遇到了两个为了争夺学

校 荣 誉 而 针 锋 相 对 的 小 学 生 ，四

位 老 人 童 心 焕 发 扶 持 正 义 ，用 心

呵 护 ，最 终 陪 伴 鼓 励 正 义 的 小 女

孩获奖。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喜剧

导演：靳哲

主演：王伯昭/徐少华/李世宏/马
德华

出品方：天伦映画/李世宏影视/
蒙太奇文化

发行方：心沂影视/天马鸿图

《龙虎武师》

收集了魏君子这几年来对袁家

班和洪家班等多位龙虎武师的采

访。通过影像的纪录，让观众触摸到

香港电影的另一番传奇。

上映日期：8月28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魏君子

编剧：魏君子

主演：徐克/袁和平/洪金宝/成龙

出品方：集智映像/六合世纪

发行方：成林传媒/中影数字

《最后一间房》

大学生若一为了完成自己的毕

业作品而无意陷入复杂的凶杀案之

中，在一家名为时光旅店的“最后一

间房”中经历了层层叠叠的不解之谜

与错综复杂的离奇事件之后，最终发

现“真相”并深陷困局。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悬疑/惊悚

导演：高博

编剧：高博/张仕栋/陈泰龙/王维维

主演：宋伊人/周铁/倪虹洁/陶慧

出品方：聚丽影视/德丰影业/天
河盛宴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世上只有爸爸好》(中国香港）

全叔是一名货车司机,每日都忙

于生计,儿子聪仔被一辆汽车撞倒意

外身亡。医院的器官移植联络主任

告知他们聪仔生前望把器官捐赠出

去,遗爱人间。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剧情

导演：黄汝乐

编剧：李霖恩/汉洋

主演：廖启智/赵善恒/宝珮如/阮
政峰

出品方：星曜文化/少年星工场

发行方：环鹰时代

《混沌行走》

讲述了在一个未来的反乌托邦

殖民星球上，托德和薇奥拉联手揭开

重重谜团并阻止镇长发动军事恐袭，

对抗外侵势力的故事。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科幻/冒险

导演：道格·里曼

编剧：帕特里克·内斯/克里斯托

弗·D·福特

主演：汤姆·赫兰德/黛茜·雷德

利/麦德斯·米科尔森

出品方：狮门影业

发行方：中影

《白马王子》（英国/美国）

一个古老王国里，可爱的小王

子 一 出 生 就 受 到 女 巫 的 诅 咒 ：任

何女子只要和王子对视就会被他

迷倒，只有在 21 岁生日前找到真

爱才能解开这个诅咒。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动画

导演：罗斯·维诺库尔

编剧：罗斯·维诺库尔

配音：黛米·洛瓦托/维尔摩·瓦尔

德拉玛/艾薇儿·拉维尼

出品方：英国魅力动画有限公司/
美国先锋动画制作公司

发行方：华夏

《失控玩家》（美国）

银行职员Guy发现自己原来是一

个冒险电子游戏的背景角色，但他不

想平庸，竟然在游戏里做起了伸张正

义的好人，导致开发商下令要关闭游

戏，一名女玩家要帮他绝地大反击。

上映日期：8月27日

类型：科幻

导演：肖恩·利维

编剧：马特·利伯曼

主演：瑞安·雷诺兹/朱迪·科默/
乔·基瑞/塔伊加·维迪提

出品方：二十世纪福克斯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8 月 18 日 ，电 影《生

死权杖》在京举行首映。该片是

中国与塞尔维亚首部合拍电影，

由 王 仲 衍 执 导 ，连 凯 、费 伟 妮 、

闫昌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由连凯饰演的主

人公周潇救赎与觉醒的故事，和一

个自称是其女儿的神秘女子在塞

尔维亚经历了一系列冒险。周潇

被迫要在九天之内抢到正在展览

馆展出的皇家权杖抵债，从天而降

的女儿在他眼里比抢劫权杖更加

棘手，他在九天之内是否能从废柴

做回英雄成为了电影最大悬念。

（影子）

本报讯 由雷民强监制、陈尚实

导演、陈萌萌编剧的电影《何以飞

翔》近日发布“亲密有间”版海报和

“火花四溅”版定档预告，并宣布将

于 9 月 10 日教师节全国公映。

作为首部在全国上映的澳门

家庭题材电影，影片《何以飞翔》在

“讲好澳门故事”的基础上跳出创

作窠臼，将目光聚焦到社会普通小

人物的愁苦与欢笑，通过“酸甜苦

辣”的众生百态折射出大时代印

记，传达文化背后的传承与创新，

同时也通过角色的挣扎与选择，展

现了自我与家庭、工作与生活、理

想与现实的三重矛盾。

（影子）

本报讯 情感励志电影《误入青

春》近日发布海报，并宣布将于 8 月

27 日全国上映，影片着重刻画四位

老艺术家和学艺少女之间的师徒关

系，四位老艺术家矛盾不断却又目

标一致，共同帮助女孩完成“西游

梦”，展现了女孩在追梦道路上坚韧

不拔的刻苦精神，引发家长对当今

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的反思。

该片由靳哲导演，杨慎巍编剧，

李世宏担任总顾问，李世宏、马德华、

徐少华、刘大刚、王伯昭、徐紫涵、田

雨、芊言、胡智洋、张燕、王勇、范鸿

嘉、宋雨婷、唐梦等演员共同出演。

《误入青春》可以说是《西游记》

师徒于三十年后在现代世界的一次

重聚，猴哥的配音演员李世宏，唐僧

的扮演者徐少华，八戒的扮演者马

德华，沙僧的扮演者刘大刚共同在

励志电影《误入青春》中担任主演。

除了这几位演员，《西游记》中观音菩

萨、小白龙等的扮演者也都在《误入

青春》中有出演，可谓十分难得。

（影子）

《误入青春》定档8月27日

中塞合拍片《生死权杖》首映

《何以飞翔》定档9月10日

传承红色基因，见证初心使命。8
月 12日下午，由江西仁毅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的院线电影《誓旗》启

动仪式在吉安宾馆举行。剧中人物原

型、守护“誓言”的永新农民党员贺页

朵的孙子贺佐智、贺佐武宣布院线电

影《誓旗》正式启动。

该电影由编剧、民间艺术非遗研

究专家吴谷和中国作协会员、吉安市

文联副主席曾绯龙编剧，讲述的是江

西苏区斗争时期，永新农民共产党员

贺页朵在一块红布上写下入党誓词，

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一直

保存到解放后，现珍藏于中国革命博

物馆的动人故事。

《誓旗》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既

弘扬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和跨越时空的

井冈山精神，又契合了当下深入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既有政治高度、历史

深度，又有文化厚度、人性温度；既重

温了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红色记忆，

又展现了璀璨多姿、引人入胜的民俗

风情，是江西仁毅影视公司继院线电

影《爱在井冈》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

《誓旗》拟邀国内知名导演执导和国内

一线演员出演，年底正式开机，预计在

2022年7月前上线。

贫苦农民的一份入党誓词

写在布上，记在心间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念馆、纪念中

国共产党100周年展廊上，一份90年前

的入党宣誓书引人注目：“牺牲个人，言

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

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

这些文字，是江西省永新县才丰

乡北田村的普通农民贺页朵1931年入

党时亲笔写下的。誓词左右两边画着

两个五角星，五个角内对应写着“中国

共产党”5个字。上方是中国共产党的

英文缩写“C.C.P.”，右边沿落款：“中国

共产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

贺页朵，1886 年出生于北田村的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 年，井冈山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此时，

已经 41岁的贺页朵满腔热情、义无反

顾地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并担任了

乡农协会副主席。

井冈山区群峰连绵，地形复杂，

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极为不便。为

了方便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贺

页朵把自己家的榨油坊作为红军的

秘密联络点，收集和传递情报、运送

伤病员、转运食盐。他还多次参加

攻打永新和吉安的战斗。由于表现

出色，永新县东南特区党委决定吸

收他入党。

入党宣誓是在贺页朵家的榨油坊

进行的。昏暗的桐油灯光下，他在一

块布料上写下了庄严的入党誓词。

“他识字不多，在这张入党宣誓书

里，24个字中有多个错别字，但仍能让

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忠诚和信念，

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贺页朵因

身负重伤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以后的

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誓

词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保存下来。

直到 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

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才将

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

负责人，后转存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复制了这

份珍贵的革命文物。

位于北京鸟巢东北角方向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纪念馆、举办纪念中国共

产党100周年展览，在展览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展厅、展出《贺页朵入党誓词》。

一份誓词，代代坚守

贺页朵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

对党的无限忠诚，一直激励着他的后

人们。

贺叶朵第三个孙子贺佐文1979年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壮烈殉国，荣获

中央军委授予的二等功臣。他在上战

场前的家书中写道：“我的一生交给了

祖国，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为了保

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与安全，献出自己

的生命也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共产党

员、团员，革命家庭，就应该为保卫祖

国而斗争。”他用生命践行了祖父的入

党誓词。

在贺佐文英勇牺牲后，贺页朵第

四个孙子贺佐武、又直接到部队接替

他哥哥的战斗岗位。

贺页朵大孙子贺佐才从江西医学

院毕业后，在广东电力职工医院工作，

他一直兢兢业业，从事救死扶伤的工

作，每次回到家乡，免费为村民看病，

以此报效家乡的父老乡亲。

贺页朵的第二个孙子贺佐智说：

“我父亲去世早，母亲目不识丁，家庭

生活非常贫困，祖父经常教育我们，要

求我们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做人

要不怕吃亏、做事要不怕吃苦，做人做

事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祖父贺页

朵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四兄弟长大后

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忘记祖

父的入党誓词，都自觉传承祖父的红

色基因，将我们的一生都默默地奉献

给党的事业。”

他表示：“几十年来，由于祖父的

影响，我们对故乡总是怀有别样的情

怀，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家乡做点

实事。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家乡贫困落

后的面貌，我们关注家乡教育事业，我

们兄弟以贺页朵的名义，出资200多万

元，先后在永新中学、才丰中学、才丰

乡小学，设立了三个奖学金和教育基

金，用于奖励优秀学生和老师。其中

包括2009年，我们捐资100万元，利用

利息为龙安大队 9个自然村考上大学

的学生发放奖学金，一本每人3000元，

二本每人 2000 元，三本每人 1000 元，

考上一流名校的每人10000元，准备世

世代代发放，目前已发放 10 多万元。

为了引领家乡脱贫致富，改善家乡交

通状况，1997 年我们投资 20 多万元，

为家乡修桥修路，从龙安桥到花园村

路（近2公里）被群众亲切的称为‘贺页

朵路’。为了家乡老人能安享晚年，我

们还出资 20多万元，在北田村修建了

老年活动中心，同时为4个村和乡政府

养老院设立了老年爱心基金，对 60岁

以上的近200位老人发放，现已发放了

三次，金额达 50多万元。为了发展家

乡振兴经济，我引进上市公司在永新

投资建设永新凯迪生物发电厂，既增

加了当地财政收入，保护了环境，又解

决了部分农民就业增收，活跃了家乡

经济。”

传承红色基因 见证初心使命
——院线电影《誓旗》举行启动仪式

■策划/ 彭礼仁 钟永谱 肖义平 张华平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实习记者 张田晶

《誓旗》启动仪式现场

贺页朵的孙子贺佐智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