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广欣

近日，第五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

影艺术节在青岛举行，贵州省戏剧家

协会出品的微电影 《咿哟， 幸福的

你》 从 300 多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斩获“最佳故事片”奖。

微电影《咿哟，幸福的你》由省

剧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三宝街道

新宝社区书记石佳昱在一年的驻村

帮扶过程中， 以晴隆县三宝彝族乡

“整乡搬迁” 的奇迹为背景创作。 该

项目于 2020年 3月份正式立项，4月

初审议通过剧本大纲，4 月底完成剧

本初稿，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到三宝彝

族乡采风。

该剧从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的角度，讲述该乡在省委

领导和省、州、县有关单位的倾情帮

助、鼎力支持下，驻村帮扶的同志们

和三宝乡党员干部群众用心用力用

情谱写的脱贫攻坚感人故事，也讲述

了他们对国家级非遗项目 “阿妹戚

托” 舞蹈及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所

作的努力。

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由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协会联合主办，

至今已举办五届。艺术节围绕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主题

进行微电影和短视频创作，受到国内

外参赛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成为影

视文化的优秀品牌。 此次《咿哟，幸

福的你》在“美丽乡村单元” 中获评

十部“最佳故事片” 之一，其思想性、

观赏性和艺术性获得专家认可。

“下一步，省剧协将继续用优

秀的文艺作品，讲好贵州脱贫攻坚故

事， 展示贵州脱贫前后的巨大变

化。 ” 石佳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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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贵州脱贫攻坚故事

我省作品斩获“最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电视连续剧 《山海情》

定档东方卫视，1 月 12 日起

播出。该剧由黄轩领衔主演，

张嘉益、闫妮特别出演。《山

海情》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 西海固的移民在国

家扶贫政策的号召下， 在福

建的对口帮扶下，攻坚克难，

通过劳动创造价值， 将飞沙

走石的“干沙滩” 建设成寸

土寸金的“金沙滩” 的事迹。

在片花的开头， 基层干

部马得福（黄轩 饰）骑着自

行车穿行在西海固的崎岖山

路上， 他面临着动员涌泉村

村民搬迁的任务。 村民不愿

离开村子的理由五花八门，

距离马得福口中 “塞上江

南” 的美好预想还差得很

远。 直到一群娃娃想逃出大

山活命的举动震惊了众人，

“有奔头，就不算苦” 的奋斗

激情点燃了众人。

为了终将到来的美好未

来， 搬迁到金滩村的移民开

始了共建 “金沙滩” 的奋

斗。

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变，

点滴奋斗汇聚成希望的海

洋。原来，涌泉村的人们没有

断掉他们的根， 他们是把根

移到了更肥沃的地方， 他们

建设的新家园，叫做闽宁镇。

该剧在剧本创作过程中

“深入生活、贴近人民” 的创

作方式， 演员生活化的表演

方式和高完成度的表演，制

作方还原年代气质的种种努

力， 都为剧集增添了真实的

力量， 将引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

由韩延导演、易烊千玺主演

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 上映一

周，截至 1 月 6 日 15 时，累计票

房突破 8 亿元，可谓新年第一部

爆款电影。 这是易烊千玺继《少

年的你》后第二部担纲主演的电

影，他在此前凭《少年的你》获

提名金像奖、金鸡奖“最佳男主

角” ，并获得金像奖“最佳新演

员”和百花奖“最佳新人” 。

既是顶级流量，也是新晋演

员，易烊千玺在其第二部电影长

片中的表现成为多方关注的焦

点。

《送你一朵小红花》是导演

韩延“生命三部曲” 的第二部，

第一部是曾代表中国内地 “冲

奥” 的《滚蛋吧！ 肿瘤君》。《送

你一朵小红花》同样以癌症和生

命为主题，讲述曾罹患脑癌的少

年韦一航（易烊千玺饰）在病友

马小远（刘浩存饰）的感染下，

重新燃起生活热情的故事。

易烊千玺曾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他希望让大家从韦一航身

上看到 “另外一个普通的男

孩” ， 而不是他本人。 从成片看

来，易烊千玺的确通过这个角色

完成了一次小小的突破。 无论是

剧集《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天才

少年李必， 还是电影 《少年的

你》里的边缘少年小北，易烊千

玺之前的角色形象大多带着“少

年老成” 的标签。 《送你一朵小

红花》的韦一航却是一个普通的

青春期少年， 有点叛逆和任性，

因脑癌带来的死亡阴影而有些

敏感悲观，但由于一直活在父母

的庇护之下，他并不早熟，甚至

不少举动都显得孩子气。 韦一航

和马小远的感情是电影的主线，

易烊千玺也演出了少年情窦初

开的小心思。

此前，章子怡曾在演技类综

艺节目中夸赞易烊千玺是“流量

典范” ， 而影片的前期宣传用了

两段易烊千玺的表演特写作为

先导预告，足见片方对其演技的

信心。

易烊千玺的演

技靠天赋吗？ 这么

说或许辜负了他的

努力。 愿意将“自

我” 藏在角色后面，

并总是为新角色努力付

出， 这或许是他能够顺利

从流量偶像往演员转型的更

重要原因。 在《少年的你》里，他

剃了寸头， 脸上总是脏兮兮的；

而在《送你一朵小红花》里，他

又一次为角色剃了头。 一场雨中

告白的重头戏总共拍了两天。

他还为韦一航这个角色设

计了不少小细节， 比如走

路时弓背、醉酒告白时手

指交缠、 看到母亲情绪

爆发时在车后座强忍

泪水等。从《送你一朵

小红花》 的成色看

来，他的表演确实再

次成为电影的加分

项。

张艺谋导演又开工了，

聚焦抗美援朝狙击手故事

的新片《狙击手》于 1 月 6

日在吉林白山地区开机。 该

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

枪冷炮运动” 为背景，通过

一段中国志愿军狙击小队

与美军精英狙击队之间的

殊死对决，展现了朝鲜战场

上志愿军战士艰难取胜的

英勇故事。本片是张艺谋导

演首次挑战全战争场景的

电影拍摄，也是国内首部聚

焦抗美援朝战争中狙击手

的电影，同时亦是张艺谋张

末父女首次联合导演拍摄

影片。

本次《狙击手》的主创

班底也保持着行业顶尖水

准。 在剧本创作方面，由陈

宇担任编剧，这也是张艺谋

和陈宇继《坚如磐石》后的

再度合作。 在影像和技术层

面，也有张艺谋导演的御用

金牌班底保驾护航，包括摄

影指导赵小丁、美术指导林

木、剪辑指导李永一、造型

指导陈敏正、声音指导赵楠

和杨江以及动作指导傅小

杰等都加入到了影片创作

中，主创阵容专业水准之高

可见一斑。

在备受好评的 《一秒

钟》 终于与大家见面之后，

目前张艺谋导演还有《坚如

磐石》《悬崖之上》 两部影

片待映，《狙击手》 将成为

张艺谋导演三年内拍摄的

第四部电影。

《山海情》定档 1月 12日

黄轩张嘉益

携手群星共建家园

《最强大脑》第八季

将于今日回归， 区别于第

七季的“圈层压力战场” ，

新一季节目再度升级赛

制，首开“脑力天梯榜” 。

主持人蒋昌建继续坐镇，

薛兆丰和攸佳宁再次携

手，李诞、王耀庆加盟成为

“脑力见证官” 。

经济学家薛兆丰教授

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教授攸佳宁作为中国战队

联合领队首次亮相 《最强

大脑》，获得了选手和观众

的一致欢迎和认可。 冷静

思辨的薛兆丰参与了圈层

淘汰赛制的设计， 在竞技

场上也用独特的经济学视

角为观众持续性输出理

论， 为节目中的智力比拼

增添了更多现实意义。 另

一位领队攸佳宁教授一直

致力于情绪障碍和危机干

预领域的研究， 上一季她

成功运用专业理论在圈层

挑战中施加压力助力选手

挑战脑力极限, 攀脑力高

峰。

值得一提的是， 脱口

秀演员李诞不曾接触过科

学类的综艺节目， 以科学

和竞技属性出圈的 《最强

大脑》 是李诞不曾接触的

综艺领域。 这次作为新一

季的脑力见证官， 以 “幽

默” 见长的李诞将和脑力

学霸们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将是新一季 《最强大脑》

的一大看点。 此外，另一位

脑力见证官王耀庆 2020

年凭借“霸总” 形象收割

了一波出圈热度和流量关

注。 这次作为见证官加盟

《最强大脑》，不少观众都

很期待王耀庆在大脑舞台

和脑力青年们的化学反

应。

李诞王耀庆

加盟《最强大脑》

梁燕芬

聚焦抗美援朝狙击手故事

张艺谋新片开机

聂青

小柒

《山海情》剧照

《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破 8亿元

易烊千玺演技成加分项

在国际微电影艺术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