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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中国巾帼英雄第

一人”冼夫人历史事迹创作的粤剧电

影《谯国夫人》近日在广东茂名正式

杀青。剧组历时一个月在浙江横店、

象山完成主要拍摄工作之后，于近日

抵达茂名市，在高州冼太庙、滨海新

区冼夫人故里景区等地完成了岭南

特色外景拍摄。同时，剧组发布了概

念海报，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期待。

《谯国夫人》由广东省委宣传部、

省电影局、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珠

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

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广东珠

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摄制，茂名市委

宣传部联合摄制，由著名导演萧锋执

导，由国家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领衔

主演。

南北朝时期政治家、军事家、社

会活动家冼夫人为维护国家统一、促

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做出了杰

出贡献，被周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

雄第一人”。电影创作团队深入挖

掘，从冼夫人的历史事迹中寻找鲜明

的时代感，充分运用电影艺术表现和

技术手段，着力展现冼夫人生动细腻

的情感和鲜明独特的性格，塑造一个

有血有肉的巾帼英雄银幕形象。

珠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垂林表示，珠影集团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总结首部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成功经

验基础上，再次携手广东粤剧院共同

探索戏曲电影创新之路。讲好冼夫

人的故事对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力量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说，珠影集

团将始终坚守电影人的初心使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岭南文

化富矿，在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拍成

精品上下功夫，着力打造具有中国风

骨、岭南风韵的精品力作，讲好中国

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

珠江电影集团副总经理、影片总

制片人孙金华表示，希望继续挖掘岭

南文化资源打造粤产电影 IP，努力推

动电影技术与戏曲艺术生动融合、相

得益彰，通过不断创新打造粤剧电影

佳作，力争形成“粤剧电影现象”。

“《谯国夫人》将会是一部砥砺

人心的电影。”广东珠影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总经理、影片制片人刘佳

笳说，在创作《谯国夫人》的过程

中 ，剧 组 深 受 冼 夫 人 好 心 精 神 感

染。影片着力表现冼夫人爱国、团

结、和谐、为民的情怀。

导演萧锋介绍：“《谯国夫人》首

先做到电影剧本的创造性创作探索，

原创剧本为后续拍摄制作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到了具体拍摄阶段，运用

电影化多维时空结构和丰富的场面

调度，使宏大场面和生动细节形成对

比与呼应，展示出影片的历史风貌和

岭南风情。”

据悉，在唱腔设计、原创音乐方

面，影片与粤剧舞台版《谯国夫人》大

为不同，粤剧改编陈锦荣及团队根据

电影原创剧本设计新词，再由广东粤

剧 院 全 新 设 计 曲 调 ，为 影 片 量 身

而作。

在武打方面，剧组投入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进行设计，将戏曲武打注重

的“精”、“气”、“神”融合在行云流水

的电影武打中。

国家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此次在

《谯国夫人》中饰演冼夫人。曾小敏

表示，“要演绎冼夫人的不同人生阶

段，展现冼夫人丰富的情感变化，需

要沉浸入角色，仔细分析，才能带来

更细腻的呈现，也希望观众在观看电

影后，对冼夫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之前未经历过骑术训练的曾小

敏，在本片拍摄过程中，坚持自己来

完成骑马的戏份，向剧组马师“取

经”，练习骑马并完成了策马俯冲的

高难度动作。曾小敏笑言：“剧组里

的马也是‘老演员’了，听到开机就会

动身往前跑，我是不可能有犹豫的空

间的，也只有配合着紧握缰绳，膝盖

夹紧马身，和马一起冲上战场。”

目前影片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将于明年与观众见面。 （赵丽）

本报讯 2022年11月18日至2023
年 1月 1日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

假日率先精彩来袭。届时，园区内的

节庆主题装饰将全面升级，还将首次

推出圣诞老人见面会和全新娱乐演出

“冬季奇境”。游客另可在园区品尝多

款冬日主题美味餐饮及选购限定潮流

商品，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尽享欢聚

时光，收获节日喜悦。

“冬季假日”活动期间，整个园区

将被浪漫温馨的节日饰品装点一新。

在好莱坞大道，高达 22 米的冬季节日

标志性圣诞树将浪漫回归，让整个园

区流光溢彩、星光闪耀。巨型圣诞树

下，备受欢迎的星耀圣诞树节日庆典

也将上演，每天日落后，伴随着主题音

乐和“雪花”飞舞，为游客呈现闪耀独

特的庆祝仪式。

园区还将推出两场各具特色的见

面会：在蓝贡湖畔，一个由圣诞花环和

各式节日礼盒围绕着带烟囱的小木

屋，将上演全新的圣诞老人见面会，游

客将有机会和这位快乐的老爷爷面对

面。竹子树前，来自功夫熊猫的电影

角色阿宝、娇虎和美美也将穿上节日

盛装，来一场欢“竹”见面会。更多备

受追捧的热门电影“明星”们，也将身

着节日盛装，在好莱坞大道热情地欢

迎游客们的到来，并在不经意间制造

一场浪漫邂逅。

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将限时推出限

定冬季潮流商品，填满游客的心愿单，

如小黄人乐园的蒂姆熊和围巾、小黄

人鲍勃毛绒外套、侏罗纪可爱恐龙绿

色针织帽、驯龙高手斜挎包、功夫熊猫

阿宝毛绒外套等。丰富的可穿戴周边

产品让游客从头到脚暖暖地装扮成最

喜欢的电影角色，解锁冬季主题拍照

打卡新姿势，获得更多的沉浸式体验；

更多冬日限定周边产品为游客点亮节

日高光时刻，为自己及挚友亲朋创造

专属惊喜，传递不间断的美好节日祝

愿。 （影子）

本报讯 11 月 12 日，第 35 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闭幕红毯在厦门举

行，现场星光熠熠，电影《八角笼中》

剧组受邀亮相，导演及领衔主演王

宝强、主演史彭元一同亮相红毯仪

式。当天王宝强一身深色西装沉稳

有型，史彭元黑色西装与粉色内搭

尽显清新与活力，两人还在服装上

设计了“小巧思”，佩戴象征影片精

神的狗尾草配饰精巧又别致。

电影《八角笼中》由王宝强执导

并领衔主演，影片聚焦普通人身上

的韧劲，展现他们突破重围、携手冲

破命运牢笼的力量感和信念感。红

毯现场，王宝强与史彭元佩戴的狗

尾草成为一大亮点。狗尾草是一种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植物，面对恶劣

的环境仍然能够向阳而生。片中，

主人公们正如同狗尾草一样坚韧、

顽强，任风吹雨打仍然会坚韧生长，

即使前路坎坷、深陷泥沼，他们从不

服输、不认命。

影片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腾辉

（王宝强 饰）帮助无人照料的孩子

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故事，这也是

王宝强继《hello！树先生》之后时隔

11年再次回归现实题材。此前，王

宝强曾表示：“现实题材故事有劲儿

更有力量，能和观众产生极大的共

鸣。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迎难而

上，我相信这种态度能引起每一位

观众的共鸣。”

《八角笼中》由王宝强执导，七

七编剧，由北京乐开花影业有限公

司、图木舒克向日葵影业有限公司、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无锡宝唐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影子）

《八角笼中》剧组亮相金鸡红毯

本报讯“2022 意大利电影展”由

卢米埃影业携手窗外年华、和观映像

倾力推出，将于 11 月 18 日-11 月 27
日，在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和卢米

埃北京长楹天街 IMAX 影城精彩献

映，全国其他城市的卢米埃影城有望

陆续加入。

本次影展共精选了六部意大利

电影佳作。其中，《费里尼的世界》是

一部纪录片，将带领观众探秘著名导

演费里尼的幕后故事。《料理作曲家：

瓜蒂耶罗马切西》也是一部纪录片，

马切西是意大利当代料理之父，成长

于一个音乐世家，天然的艺术气质为

他的烹饪技艺锦上添花。

由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的《寂

静之乐》是一部关于意大利著名盲人

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传记

片，展现了这位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历

经生命严苛的挑战，经过长时间的低

潮与沉潜，最终凭借热爱和坚持成就

音乐人生的传奇之路。

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

影片《汉娜》由夏洛特兰普林主演，并

凭借出色表演荣膺威尼斯影后。影片

通过一名普通的家政女工汉娜，对自

我破碎身份的探索，以及自我掌控的

丧失，探讨了当今时代疏离异化和情

感联系的困境，以及个人身份、人际关

系、社会压力三者间的分界线。

《命运杀局》是一部片段式的喜

剧电影，讲述了五个普通人各自的生

活故事，在某些人为的异常状况下，

这五个人做出了出乎意料、近乎极端

的选择。但我们似乎又能从这些疯

狂中找到一些熟悉感和宣泄感。

《托斯塔纳天堂》是一部奇幻冒险

片，带有乌托邦寓言色彩，观众将跟随

三个小主人公和一只鸭子踏上前往大

海、寻找父亲的冒险旅程。 （影子）

本报讯 为深入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

道》、《今日影评》栏目联合推出《这

十年，我们的电影生活》系列微纪录

报道，节目于近日温暖收官，在

CCTV-6 电视及全网平台播出后取

得热烈反响，其中，单期节目收视率

4次“破 1”，节目观看总人次达 7.52
亿，平均收视率超 0.7%，平均市场

份额达3.32%。

《这十年，我们的电影生活》系

列微纪录报道共34期，每期8分钟，

通过“电影”与“生活”两个关键词，

深刻展示了中国电影发展为社会生

活带来的积极变化，阐释“电影，共

享美好生活”的思想内涵。

节目中，35位电影人和41位观

众现身，倾情讲述这十年电影是如

何影响自己的生活，自己又是如何

与电影相携成长的动人故事。其中

包括导演黄建新、宁海强、李少红、

郭帆、俞白眉、韩延、丁晟等；编剧王

兴东、张冀；电影美术师霍廷霄；老

中青三代演员张光北、刘劲、侯勇、

刘烨、王宝强、佟丽娅、杜江、王祖

蓝、刘昊然、大鹏、邓恩熙、张宥浩、

荣梓杉、文淇等，他们是电影的从业

者、贡献者、见证者和热爱者。观众

则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其中有

奥运冠军、眼科医生、海军新兵、非

遗传承人、航海爱好者、摩托车赛

手、自媒体UP主、辅警、保安、幼师、

配音演员，也有退休奶奶、大学生和

极限运动爱好者等。电影与他们的

生活如影随形，像是一束光，照亮着

他们的人生路。通过“这十年，我们

的电影生活”的节目策划，电影频道

用心用情纪录下老百姓的美好电影

生活，也纪录下了中国电影十年历

程的坚实足迹，将温暖的笔触探及

社会各个层面，描绘了中国电影对

亿万大众的深远影响。

演员刘烨的“这十年”观照现实

题材，以真诚塑造普通人，关注平凡

事，将岁月赋予的成熟内敛投注于

每一个角色。《守岛人》里的“王继

才”、《钢铁意志》里的“赵铁池”......
他在悉心创作人物的同时，也被角

色的精神品质滋养。

“这十年，中国电影后续有人，

永远在探索。”电影人黄建新十年内

为《长津湖》、《1921》、《我和我的祖

国》等影片担任总监制和制片人，他

认为电影是充满心意的艺术形式，

是充满挑战的行业，中国电影人要

集中精力挑战极限，做顶级的好电

影给观众。

导演郭帆是中国电影工业腾飞

的见证者、受益者。日新月异的电

影科技助力《流浪地球》的诞生，被

影迷誉为开启了中国电影“科幻元

年”。而当初在困窘之时受到吴京

无私帮助的记忆始终沉甸甸地安放

在他的心底。中国电影奔赴星辰大

海，离不开电影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薪火相传。

“这十年过得非常快，幸好有电

影可以记录自己的成长。”既是演

员又是导演的王宝强不仅见证着

中国电影行业的变迁，同时乐于挑

战尝试不同的身份与角色。“十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瞬间就过

去了。”在他看来，做人要珍惜当

下，要把眼前事做好，才会有更长

久、更美好的未来。

新生代演员刘昊然回顾十年前

还在上初中的自己，笑称“梦应该做

得再大一点”。在庆幸自己踏入电

影这一艺术殿堂的同时，他也感觉

到难以名状的紧迫感推动着他不懈

向前，“中国电影发展越来越快，如

果我跟不上，很有可能就是被落下

的人。”

荣梓杉和文淇都是童星入道，

他们除了具有表演天赋，更多的是

得益于在片场各位前辈的传帮带。

路漫漫其修远，表演没有捷径能让

人突然开窍，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地积累。

杜江、丁晟、郭晓东、侯勇、韩

延、刘劲、佟丽娅、郎月婷、陈都灵、

大鹏、齐溪、俞白眉等等众多电影

人，他们抒怀：有幸成为中国电影十

年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了中国从电

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征程；他

们表示，电影不仅能传递温暖大爱，

也能抚慰寂寥孤单；他们自勉：不仅

要像油漆具有斑斓艳丽的色彩，更

应像钢筋具有坚强的力量。（影子）

本报讯 11 月 14 日，由杨子编

剧、执导，成龙、刘浩存、郭麒麟领

衔主演的电影《龙马精神》发布全

阵容角色剧照。首次曝光特别出

演吴京，主演余皑磊、容祖儿、于

荣光、安志杰、小沈阳、郎月婷、释

彦能在片中的造型，群星齐聚喜

感十足。

《龙马精神》中，曾经的龙虎武

师老罗，对自己对爱马赤兔“望马成

龙”，想培养它也成为“龙虎武师”，

上演了一段有笑有泪“守护所爱”的

故事。其中龙虎武师相关的不少情

节，都与成龙的亲身经历契合，也让

成龙在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就

被感动落泪。为了不耽误剧组的拍

摄计划，他推迟了原定的手术时间，

打了九针封闭只为及时进组。

成龙和吴京的师徒组合，也是

一大亮点。不仅是成龙、吴京首次

同框的电影作品，两人还本色出演

龙虎武师，令不少网友感慨“看到

了两代动作电影人的惺惺相惜，竟

然是首次同框演对手戏，太期待

了”。 （影子）

《龙马精神》发全阵容剧照

粤剧电影《谯国夫人》广东茂名杀青

“2022意大利电影展”北京站11月18日启幕

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主题活动开启

电影频道《这十年，我们的电影生活》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