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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观感

大仲马说过：“人类全部的智慧，就蕴藏
在这两个词里：‘等待’和‘希望’”。《归来》讲
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等待和希望的故事，
一个蕴藏着人生智慧的故事。

在《归来》里，我觉得，张艺谋导演找回
了原来的自己，故事是纯粹的、感情是纯洁
的、人物是纯净的，电影没有刻意引导煽情，
娓娓道来，不慌不乱。但是，越是平淡，越是
打动人心，进入影院半个小时我就开始流
泪，一流就是直到散场。

《归来》里张艺谋没有发挥他所擅长的

摄影美学，没有色彩对比的画面升华，没有
抢眼颜色的视觉冲击，镜头上呈现的朴素、
质朴甚至有些灰蒙蒙的色质，和那个年代的
感觉刚好相配，只有丹丹最后跳舞时借来的
那一身红衣，给电影增添了一丝丝温情。

能明显感受到的是，所有配角的性格都
被磨平了，几乎没有出彩之处，就连主角的
自身的性格、经历都是围绕着他们的感情而
展开，所有该有的都让位于对这段爱情的讲
述，留白交给观众——导演相信我们能从这
两个小时里在脑海中想象出那些电影里没

有告诉我们的事情。
刚从农场逃出来的陆焉识一路坎坷，踏

着漫天风雨，来到自己家，带着无尽的憧憬，
轻轻叩击着家门。门里面，冯婉瑜知道外面
是十几年未见的丈夫啊，却迟迟不肯为他开
门——不开门，陆焉识也许有重新回来的可
能，门一开，可能就是一家三口人的灭顶之
灾！命运就在这里第一次错开。

天桥上的那一声“焉识，快跑！”是我流
泪的开始，火车站人头攒动，可是那么多的
人啊，他们的眼里只有彼此，向着对方拼尽

全力地跑去，哪怕这以后就是万劫不复！作
为这部平淡电影的唯一小高潮，成功撩拨了
我的内心，击溃了观众的心理防线，巩俐一
哭，我也只想跟着哭。

影片没有落入最后婉瑜恢复记忆大团
圆的窠臼，白发沧桑的两个人终于在一起
了，尽管在她眼里，他只是个念信的普通人，
但是陆焉识还是守护着她，守护着她“每月
5号接焉识”的习惯，没有什么能比相守更
幸福，不管是以夫妻还是普通人的名义。

我喜欢导演用这样的一部影片宣告了
自己的“归来”，那个把镜头聚焦在生活，聚
焦在情感，美好人性归来了。

归来忆归来
——电影《归来》观后感

○ 王恬

机构名称：湖北通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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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

宁监管分局备案, 湖北通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路支行地址由湖北省

通山县大路乡宋家祠迁至湖北省通山县
大路乡中心幼儿园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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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掌握残疾人的基
本服务现状和需求，推进助残工
作，日前，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
党委围绕主题教育目标，按残联
要求组织村（社区）开展残疾人
信息动态更新登记，以便更好地
改善残疾弱势群体的工作家庭
生活，保障残疾人权益。

赤马港办事处组织村（社
区）工作人员采取入户走访、张
贴通知、电话预约等方式逐一了

解残疾人动态，建立和完善社区
残疾人基础信息数据库，落实残
疾人帮扶政策。

目前赤马港办事处已登记
核查1297余人，享受“两项补贴”
人数共计822名，其中：享受困难
生活补贴528名、重度护理补贴
578名；经核查因死亡、残疾等级
变更、低保取消等原因取缔享受

“两项补贴”人数为38名。
（龙煜平 敬意）

赤马港办事处暖心服务残疾弱势群体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近
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邀请县委党
校高级讲师张云作《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学习导读专题辅导,推
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提
高党员干部政治素养。

此次辅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基本情
况、主要内容、重要特点”三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
和内在逻辑，系统梳理了需要着重
把握的九个专题关系，重点突出、内
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

政治高度，又有实践热度、感染力
度，既教了学习方法，又谈了实践思
路，为广大党员进一步学深悟透《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打下了坚
实基础。

参加此次学习的党员纷纷表
示，将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任
务，多学、细学、深学，做到融会贯
通、知行合一。

嘉鱼烟草专卖局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辅导

寻亲公告
2016年9月18日，我

严运权在湖北省咸宁市咸
安区贺胜桥镇捡到一女
婴，身体健康无其它体貌
特征。已交由福利院扶养
至今，孩子现已5岁，为使
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故
登报寻其父母。地址：咸宁市咸安区贺胜
桥镇农村福利院。电话：15207247845。

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农村福利院

遗失声明
余正兴遗失鄂L1C566号车辆营运证，证号：

咸宁421202202042，特声明作废。
咸宁古楼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备案通知书，编

号：（咸宁监）登记企备字（2016）第85号，特声明
作废。

咸宁古楼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7月21
号在香城都市报上刊登的注销公告原报纸，特声
明作废。

咸宁古楼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343389521J，特声
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现将《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青科牲猪代
养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有
关信息公示如下：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VCYtt0Z6_amzNsCn3ZDjLg，提取码：
gl0d，查阅纸质版，请至崇阳县路口镇长

青村三组（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
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

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可填
写公众意见表（请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
及有效的联系方式），反馈至邮箱：
378729129@qq.com。

公示期从公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

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青科牲猪代养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招租公告
我单位拟将位于淦河大

道88号的办公楼一楼第一、
二、三号门面（每个门面面积
约90m2）进行招租，该房屋
属框架结构，有意向者三日内
面议。

联系人：朱先生
8255340

咸宁市水文局
2020年11月20日

电话：
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崇阳县
中医院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电影频道

2021年上新多档栏目
电影频道近日公布了2021年频道发展计划，

将对《中国电影报道》《今日影评》等王牌栏目进
行全面升级，还将推出《电影之歌2021》《电影大
会》《重返舞台》等全新栏目。

电影频道王牌栏目《中国电影报道》将于
2021年推出专题片《我们的旗帜》，以影人讲述与
实地探访相结合的形式，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该栏目还与人民日报联手推出访谈节
目《蓝羽会大咖》。高分栏目《今日影评·表演者
言》将在2021年重启第三季，综合华语影坛名导
视角，与演员周迅共话表演。另一档特别策划
《科幻十二问》，则将集结电影界与科学界的名家
之声，为中国科幻电影站台。

在原有节目升级调整之外，电影频道还将在
2021年打造多档全新栏目。国内首档电影音乐
唱演竞技秀《电影之歌2021》，将用音乐手段重述
经典电影故事；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艺术家，
将透过《重返舞台》诠释“戏骨”的表演态度；由
《今日影评》团队与脱口秀达人李雪琴联手打造
的《电影大会》，将于2021春节档花式“召开”，犀
利输出对于春节档电影“成熟的小想法”。

《石头开花》

聚焦扶贫十大难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脱贫攻坚重点剧目《石头

开花》11月17日在东方卫视播出。该剧以时代
报告剧为呈现形式，聚焦时代主题，全景式、系统
性反映脱贫攻坚这场重要战役、重大事件。

《石头开花》历时近9个月制作完成，全剧共
二十集，分十个剧情单元，每个单元两集，聚焦扶
贫工作的十大难题，反映了十个区域特征、贫困程
度和脱贫难点各不相同的贫困地区战胜贫困的故
事。该剧汇集了李少红、刘家成、滕华弢、高群书
等导演，以及林永健、韩雪、李光洁、富大龙、马天
宇、白客、张铎、于晓光、郭涛、张馨予、尹正、巩汉
林、许文广、黄小蕾、郑云龙、杜志国等优秀演员。

据《石头开花》之《青山不负人》单元的主创
介绍，该单元讲述的是扶贫干部到穷山村里扶贫
的故事。演员富大龙和乔大韦分别扮演两个村
子的第一书记，两位战友既相互竞争，又惺惺相
惜，一同携手完成了很多艰巨的扶贫任务。本单
元的关键词是“脱贫不易脱身难”，总编剧张强
说，脱贫路上困难重重，贫困村的村民们为了让
外地来的好干部早点“脱身”离开大山，故意在评
价干部的工作时打低分，这也是剧中脱贫故事的
一个情感点。

《西泠印社》

呈现名社百年传奇

纪录片《西泠印社》在浙江卫视晚间黄金时
间开播。

有着116年历史的西泠印社，在今年5月入
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杭州西湖边的这一处
百年名社，极具经典性、独特性和传承性。纪录
片《西泠印社》的摄制团队试图以这样一个艺术
社团作为中国文化的优质样本，对其百年命运进
行深入解读，将其与国学传承、文化自信连接起
来进行思考。

六集纪录片《西泠印社》以《君子》《大师》《师
父》《衣冠》《兄弟》《刀法》分集，每集侧重于不同
主题的西泠印社故事，沿着印社中人的足迹问道
中国，通过纪录片呈现出文化自信之百年传奇。

（本报综合）

从大圣从大圣、、哪吒到姜子牙哪吒到姜子牙

国漫如何成为票房担当国漫如何成为票房担当

截止到2020年11月7日，中国电影年度累计票房已经
突破150亿，票房成绩的前三名为《八佰》《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让国产动

画成为“票房担当”，这在几年前还是奢望。然而，自从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
简称《哪吒》）引爆了50亿的惊人票房后，国产动画片似乎随时都能制造奇迹。巧合的是《哪
吒》《姜子牙》的出品方都是光线传媒，在布局国产动画方面，光线有独特的胆识。

11月16日，第十六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
“云上文博会”）开幕，光线传媒也为参展单位之一。

国产动画作品已成“票房担当”

早在2013年，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就预言过，中国
会出现10亿票房以上的动画片，并且明确了公司未来的目
标，即成为“动画片投资发行方面最大的公司”。于是在
2013年下半年，光线传媒成立动画部（光线彩条屋的前身），
为国内第一家专门成立动画部的民营影视公司。

光线彩条屋影业作为国产动画电影领军企业，旨在成
为中国动画的大本营。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大护法》到如今的《哪吒》《姜子牙》，这些爆款动画片都有
彩条屋的身影。

其中，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累计票房9.56亿
元，在当时一改中国动画片的颓势，给中国动画注入了希
望。2016年，《大鱼海棠》的票房成绩为5.64亿元,以唯美
精致的风格再度成为国人的热议；而2017年《大护法》的意
义在于主打成人向，那种酷酷的哲思、不遮掩的暴力美学给
动画片的创作打开了另一层空间。

2019年的《哪吒》凭借颠覆传统的创意更是一飞冲天，
与2020年上映的《姜子牙》一起被国人寄予构筑动漫“神仙
宇宙”的厚望。

成功作品都是心血之作

与真人电影不同，动画电影的制作周期长，一个项目的
前期策划就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来准备。以电影《哪吒》为
例，该片的导演饺子在2015年就有了与彩条屋合作的意
向。在确立大纲后，饺子用了两年时间打磨剧本，写了66
稿，又经过三年的制作，由60多家制作团队、1600多位制作
人员参与才完成。最终，全片特效镜头占了近80%，由全国
20多家特效团队制作完成。

《哪吒》没有让光线传媒失望，更使得中国动画产业得
到一次集体的练兵，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短板。饺子表示，

《哪吒》其实跟其他同级别的预算差不多，但是这部影片镜
头数、特效量远远超过同级别电影，最终外包给了20家特
效团队，而像这样一个电影在美国两三个团队就可以完成，

“国漫虽然发展很快，但显然与世界级别相比还有差距”。
饺子举例说，电影中的一处打斗镜头，他和动画总监用

了两个月时间才完成。为了完成影片制作，制作团队的每
个人加班加点，仅“江山社稷图中四个人抢笔”这个景的草
图就做了两个月时间，总耗时四个月。

一系列“种子选手”在路上

光线传媒在动画片领域已经越战越勇，未来将有一系
列的国漫“种子选手”与观众见面。其中，光线彩条屋与十
月文化联手创作的《深海》《西游记之大圣闹天宫》都备受期
待。

《深海》是田晓鹏导演继《大圣归来》后执导的原创动画
长片新作，在近年来古风盛行的国漫作品中，《深海》将另辟
蹊径，用独特的东方美学演绎一个现代背景的奇幻故事。
它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海底世界，讲述了一位少
女在神秘海底世界中追寻探索，邂逅一段独特生命旅程的
故事。

《大圣闹天宫》则是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原创团队
酝酿四年全力打造的新作，将讲述从“猴王出世”到“大闹天

宫”的故事。
正如《哪吒》的整个制作过程有一两千人的参与，涉及

各个动画公司各个阶段的支持，中国动画产业需要全行业
发力，需要克服很多短板，需要稳定的生产机制，需要完整
的工业化的机制标准、工业化的流程、工业化的团队，以及
转化为想象和创意的能力。

中国动画领域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专业的培育、发
展，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而光线
彩条屋影业作为国产动画电影领军企业，扎扎实实地以一
部部优秀作品来吸引观众，将使得动画文化受到市场的喜
爱，有更多的人才来加入，这会为国漫的发展带来推动力和
更大的可能性。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