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之歌者》让观众走近“国歌之父”

而另一边，电影《国之歌者》开机
仪式也于前日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聂
耳墓举行。该影片由青山和白海滨执
导，王雷、娜扎和海一天主演，预计于
2019年国庆上映。电影《国之歌者》
以人民音乐家聂耳成长并创作《义勇
军进行曲》为主线，讲述了一群心系祖
国命运的文化英雄，用热血谱写出中
华民族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的故
事。近年来，青年演员王雷饰演了不

少主旋律影视作品，《国之歌者》还原
了真实的聂耳，让观众走近“国歌之
父”并能够感知国歌创作诞生的伟大
过程，它用激情打动观众，用信念触动
心灵，让人们看到一个有温度、有热
血、有信念的聂耳，感受聂耳精神。剧
本经过五年的时间精心打磨而成，具
有恢宏、热烈、青春热血的基调。

刚刚主演了改革开放史诗大剧
《面朝大海》，王雷又再度主演了一部

主旋律题材大片，他表示，自己拿到剧
本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这个角
色：“扮演聂耳是我的荣幸，我必须要
拿出实力，塑造出有温度的聂耳。”

（本报综合）

王雷在《国之歌者》开机仪式上

《红海行动》夺百花奖五项大奖

香港导演林超贤近年来可谓是
执导商业主旋律大片的代表人物，由
其执导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票房口碑双丰收，其中，《红海行动》
更是在前不久“横扫”百花奖五项大
奖。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林超贤导演
的下一部影片是什么题材？令人倍感
好奇。近日，这一答案终于揭晓，由林
超贤导演执导的《紧急救援》在厦门宣
布开机。据悉，作为我国首部海上救

援题材电影，《紧急救援》在视觉效果
上将比《红海行动》翻几倍，海底戏的
大场面一定会让观众“看傻了”。此前
剧组已经去往马来西亚取景，之后还
会去比利时、马耳他、墨西哥等地取
景。

而备受观众好奇的演员阵容也已
经揭晓，曾在《激战》《破风》《湄公河行
动》与林超贤合作的彭于晏再度成为
新片主角。被称为“魔鬼林”的林超贤
这次当然不会放过彭于晏，在开机前

数月，彭于晏已经闭关训练多时，并因
此清瘦不少。除了彭于晏之外，辛芷
蕾、王彦霖、蓝盈莹、徐洋等演员也已
经宣布加盟该片。为了距离救援员的
角色更近一些，演员们已经开始进行
训练，需要练习潜水至约30米深，上
水与下水每程闭气2分半钟，与此同时
更要熟悉如烧焊、清障等水底救援的
运作，合格后才能上阵，如此“严苛”的
训练誓将演员团队打造成还原度最高
的海上救援队。 《红海行动》

《中国机长》聚焦“川航备降事件”

电影《中国机长》改编自川航英雄
机长刘传健的真实经历。今年5月
14日，川航3U8633航班在飞行途中
挡风玻璃脱落，经机长刘传健等机组
人员的妥善处置和及时到位的空地密
切配合，确保了机上128名人员的安
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半小时返
航备降的难度堪称“世界级”，是全球
民航史上的奇迹。因在此次事故中的
出色操作，机长刘传建被授予“中国民
航英雄机长”称号，机组全体成员被授
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荣誉。

影片出品方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
于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看到新
闻非常震撼，他们就是中国当代的英
雄，同时也是大家身边的普通人，但正
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奇迹，挽救了这么
多生命，让世界为之赞叹！”导演刘伟
强也表示机长刘传健的传奇经历让自
己深受触动，“128个人的生死全维系
在他身上，这惊心动魄的半小时应该
搬上大银幕，让所有人都了解中国人
有多了不起！”

据悉，《中国机长》目前正在紧张

筹备中，继《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之后，张涵予第四次出
演主流大片男主角，片中，他将出演英
雄机长刘传健一角，“硬汉”风格可以
说是机长的不二人选。女主角则由袁
泉担当，一向是演技派的她此番加盟
会有多少戏份？引发观众期待。此
外，在《建军大业》已经和刘伟强合作
过的青年演员欧豪，以及刚刚斩获金
鸡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杜江也确认加
盟本片，分别饰演副驾驶和第二机长
的角色。

刘伟强(左一）、张涵予（右一）和“中国民航英雄
机组”成员

放学了，晓珞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
同学们一个个撑着伞离开学校，她望了
望正在下雨的天空，只能徘徊在走廊，等
着妈妈来接她回家。说不清是忘记了，
还是长久以来形成了对妈妈的依赖，总
之她就是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记得带雨
伞。

妈妈高芸是婚纱店的设计师，每天工
作繁忙、紧张，疏于对晓珞的关心，甚至
让晓珞觉得有舅母照顾的她完全可以不
要妈妈在身边。直到有一天，她知道妈
妈患上了绝症，会在不久的某一天离开

自己。
她隐忍着，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不让

妈妈发现自己已经知道她患上绝症的事
实。在妈妈患病期间，她含着眼泪给自己
梳头却在出门的那一刻情绪崩溃而大哭，
她重新回到曾经逃过课的舞蹈班继续学
习芭蕾，就是为了能在妈妈离开之前看到
自己的芭蕾表演。

母女同心，在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
后，妈妈突然改变了以往对晓珞的严厉态
度，尽自己所能对身边的人好，更对晓珞
关爱有加。她给疼爱自己的哥哥换了新

车；给晓珞买了想要的游戏机；听说第二
天学校要郊游，本不擅长烹饪的她花了一
整晚的时间给晓珞做便当，她还想教会晓
珞骑自行车……她想为晓珞做的事情还
有很多、很多，但她最想看到的是晓珞能
穿上自己亲手设计缝制的婚纱走向红毯，
可是在有生之年却难以实现了。

电影以“婚纱”为题为线讲的正是母
女之情，这样的题材未免太容易落入俗
套。但影片却在泪中带笑，穿插了晓珞和
跆拳道老师的忘年友情，将又悲又喜的情
感平衡得极其微妙。影片终究离不开妈

妈高芸最后会离开人世的事实，悲情的基
调延续到剧末，却又在晓珞的坚强中让观
影人燃气对生活的希望。

又是一个下雨天，此时，晓珞的妈妈
已经离开人世。对着天空笑了笑，望向远
处的大雨，晓珞微笑着给自己撑起了一把
小黄伞，向雨中走去。

影视观感

下雨天，为自己撑伞
——电影《婚纱》观后感

○ 丁婉莹

3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 影视娱乐 2018年12月1日 星期六
E-mail:18505449＠QQ.com

冯小刚筹拍新片

海口搭建“老北京”

近日，冯小刚微博晒出一组照片，称正筹拍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影片，并为电影“拔地而起一座城”——在
海口电影公社搭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北京的场景，

“有鼓楼大街，有火车站，有教堂，也有苏式建筑，新老北
京混搭，找回童年的记忆。据悉在今年春节，冯小刚
就已有这部新片的计划。

加盟《刺杀小说家》

佟丽娅苦练挥长刀
由路阳执导的奇幻动作电影《刺杀小说家》继曝光

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飞五位演员后，又
曝光了特别出演的佟丽娅，并发布一组佟丽娅的集训
组图。

画面中佟丽娅挥刀、腾空、踢腿，身姿利落帅气。
据悉，在电影里佟丽娅要完成一场开场动作大戏，而为
了把这一场戏完成好，她花了整整一周进行动作训
练。佟丽娅在《刺杀小说家》里饰演董子健的姐姐，虽
然仅有三场戏，但却是电影里的开场大戏。除了专业
的动作练习，佟丽娅在前期还要接受耐力、心肺承受能
力、爆发力等多项身体极限训练。而照片中所曝光的
长刀，就是佟丽娅平时训练的重要武器，这个重达3公
斤的道具，常常让她练到手软。

18集电视纪录片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1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

革开放4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制作，该片将于近日播出。全片以改革开放40
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选
取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变迁故事，展现了40
年以来的伟大成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齐竹泉介
绍，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纪录片讲述了
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故事。观众能够从这些故事当中
找到自己相同的经历，从这些人物当中找到自己当年
的影子；纪录片挖掘了大量的史料。作为一部历史纪
录片，节目组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音像资料
馆，挖掘到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许多当年的
生活场景真的是难得一见；纪录片使用了大量的影视
片段和经典老歌。全片共使用了27部影视剧的片段、
40多首老歌，让人一听一看就会立刻勾起往年的回
忆，产生强烈的共鸣。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对赤土网挂G（2018）26号国有建设使
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18）
26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
伙社区光谷横一路北侧地块

（三）出让面积：10027.60(折15.04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191.53万元；
（九）交易结果：191.53万元；
（十一）挂牌时间：2018年10月25

日至2018年11月26日
（十一）成交时间：2018.11.29；
（十二）受让人；威诺巴赫喷墨技术

（湖北）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1日

赤土网挂G（2018）26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对赤土网挂G（2018）27号国有建设使用
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18）
27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
伙社区光谷横一路北侧地块

（三）出让面积：10032.05(折15.05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191.61万元；
（九）交易结果：191.61万元；
（十一）挂牌时间：2018年 10月 25

日至2018年11月26日
（十一）成交时间：2018.11.29；
（十二）受让人；湖北省恒利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1日

赤土网挂G（2018）27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对赤土网挂G（2018）28号国有建设使
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18）
28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南
山村京广铁路南侧

（三）出让面积：66747.62(折100.12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1249.85万元；
（九）交易结果：1249.85万元；
（十一）挂牌时间：2018年10月25

日至2018年11月26日
（十一）成交时间：2018.11.29；
（十二）受让人；华新水泥（赤壁）有

限公司 ；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1日

赤土网挂G（2018）28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对赤土网挂G（2018）29号国有建设使
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18）
29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
斋公岭社区2018-挂牌-Y-004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4060.82(折6.09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85.65万元；
（九）交易结果：85.65万元；
（十一）挂牌时间：2018年10月25

日至2018年11月26日
（十一）成交时间：2018.11.29；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华腾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1日

赤土网挂G（2018）29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赤壁市车埠镇依托交通优势发展旅游休闲农业
近年来，赤壁市车埠镇马坡村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
展餐饮、瓜果采摘等特色休闲农业，
努力打造文明乡村亮点。

车埠镇马坡村以旅游快速通道
为中心，大力发展休闲餐饮、瓜果采
摘等特色休闲农业。同时全面完成
旅游快速通道沿线村庄美化、绿化、
亮化、硬化及屋面立面改造工程，为
乡村振兴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马坡

村是车埠镇的东大门，地处旅游快速
通道旁，武深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交
通便利、环境优美，依托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该村大
力发展种养殖业及观光旅游业。马
坡农庄位于马坡村村委会旁，这里一
年四季瓜果飘香，每逢节假日，总有
不少城区市民来到这里，垂钓、采摘、
烧烤，品尝绿色健康的农家菜。

(龙锋 宋铁城)

遗失声明
胡争争遗失咸安区香城风情餐饮

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21202MA4D87M841，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交通物流发展局遗失“咸宁
市交通物流发展局工会委员会财务专
用章”、“聂秀明”印章各一枚，特声明
作废。

嘉鱼县功臣粥王府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212210000760，特声明作废。

刘鹏遗失温泉利昂多皮具店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3600061295，特声明作废。

黄仁楼遗失高新温泉品早小吃店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22303600154459，特声明作废。

咸 安 区 鱼 滋 味 火 锅 店 遗 失 发
票 领 购 簿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2MA4D7WPF3G，特 声 明
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助阵电影《六祖传灯》

李琦笑称自己“已退休”
近日，电影《六祖传灯》在京举办发布会，宣布影片

筹备组正式成立，李琦、刘桦、霍尊等到场助阵。现场
李琦不改幽默逗趣本色，称自己现在是退休状态，“退
休了就在家善待猫、善待狗、善待老朋友。如果没有人
喊你去‘救火’，就在家多跟猫狗说说话，聪明的老头永
远没有退休综合征。”

《六祖传灯》讲述了禅宗宗师六祖慧能的故事，影片
出品人朱慧丹同时也是该片的编剧，历时7年精心打磨
出了《六祖传灯》的剧本，总导演金韬曾执导过《太后吉
祥》《胡雪岩》《长征》等影视作品。在影片的启动记者会
上，刘桦表示自己一定会在《六祖传灯》中出演角色，而他
现在正在拍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本报综合）

《中国机长》紧张筹备，《紧急救援》《国之歌者》开机

主旋律大片影响力彰显
近日，由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执飞的川航3U8883成都至北京的航班顺利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此同时，改编自今年5月

川航备降事件的电影《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主演张涵予和袁泉也乘坐这趟航班，早在8月该片宣布立项就已引发网友关注，近日该片公布演
员阵容，也让观众再度刷新期待值。

《中国机长》是继《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后又一部展现大国故事、大国情怀的主流大片，此外，《紧急救援》《国之歌者》等主旋律题材电影
也先后宣布正式开拍。近年来，主旋律大片影响力彰显，一批优秀国产电影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百姓视角，深入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正在
成为影市的题材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