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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化圈

电影《找到你》于昨日曝
光新预告和海报，正式宣布
将 于 9 月 30 日 上 映 。 预 告
中，同为“母亲”，姚晨饰演的
李捷和马伊琍饰演的孙芳在
迥异的生活处境下，命运交
织，陷入了难以自拔的两难
境地。明确二人身份之后剧
情层层展开，李捷在孙芳偷
走女儿失踪后，心急如焚，街
头狂奔，与此同时，雨中抱着
孩子疾走的孙芳背影坚定，
引人好奇。

影片采用姚晨和马伊琍
的双女主演技派阵容，通过
两个母亲命运交错的故事，
深刻揭示了当代女性困境，
凝聚最强女性力量，传递出
正能量的女性价值观。现实
中已为人母的两位实力派女
演员，在谈及影片对当今女
性生存现状的理解时，姚晨
表示“这部片子不仅表现母
爱，它还是两个女性对于自
身命运的思考。”马伊琍也同
样坦言“希望观众看完这部
电影，可以找到自己。”

电影讲述了姚晨饰演的
女强人李捷，在一次意外中，
被马伊琍饰演的孙芳偷走了
女儿，两个母亲就此展开交
错命运博弈的故事。此次宣
布改档，作为唯一一部进军
国庆档的现实主义题材华语
片，电影备受瞩目。值得一
提的是，在两轮超前观影场
中，《找到你》获得了不俗的
口碑，品质可见一斑。面对
这次出演，在戏外同为母亲
的姚晨用“这么多年的表演
里从未有过的体验”来形容
这 一 次 饰 演 职 场 妈 妈 的 感
受，生活中已是两个女儿妈
妈的马伊琍谈及此次颠覆出
演，同样坦言：“这部电影最
打动我的就是‘母亲’这个角
色，所有母亲对孩子的爱都
是一样的。”

与预告同时曝光的，是
一款新海报。海报中，姚晨
发丝凌乱，神色慌乱地眺望
远方，眼睛里尽是丢失孩子
的焦急与不安；马伊琍则紧
紧拥抱着孩子，转身回眸的

瞬 间 ，眼 底 满 是 不 知 所 措。
而在双女主身后，一身医生
制服的袁文康凝视着姚晨的
背影若有所思；吴昊宸耳贴
手机，充满寻人的未知与探
究 。 双 女 主 与 两 位 男 主 同
框，错综关系露出端倪，剧情
张力一览无余引人猜想。

《找到你》采用双女主的
设定，集结姚晨和马伊琍两
位实力派女演员，超强演技
诠 释 出 动 人 心 弦 的 伟 大 母
爱。影片通过真实细腻的镜
头语言揭示了当今社会的女
性生存现状，引发共鸣。谈
及电影传递的正能量女性价
值观，姚晨表示：“这部电影
能反映出这个时代很多女性
的现状，片中的几个女性都
有自我寻找的过程。”马伊琍
则坦言：“我拍完这部片子找
到了孙芳，我希望每一个观
众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
可以找到自己。”

据悉，电影《找到你》将
于今年 9月 30日上映。

（图文均据新华网）

姚晨神色慌乱 马伊琍满眼迷茫

电影《找到你》曝最新海报

《找到你》最新海报。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6
日电《托尔的铁锤》《汉字王
国之成语秘境》片段……在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
的指导下，来自四川、河南、
北京、天津、陕西、湖南、香港
等地的 30 名儿童，16 日在菊
隐剧场完成了他们的戏剧首
秀，也收获了自信和友谊。

作为我国戏剧教育的又
一次探索，濮存昕爱心基金“让
孩子笑起来”第五届心灵艺术
戏剧夏令营当日在京闭幕。

戏剧教育是把戏剧方法
与戏剧元素应用在教学或社会
文化活动中，让学习对象从相
互交流中发现可能性、创造新
意义，二战后开始在欧美兴起，
如今在发达国家已很普遍。

在我国，戏剧教育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引进，目
前正方兴未艾。作为国内艺
术教育中的一个新兴门类，戏

剧教育对儿童感知力、领悟
力、想象力、表现力、协作力的
全面提升具有明显作用。

据濮存昕介绍，为期 6天
的夏令营中，小营员自发结
组，分工明确：大孩子主动帮
助小孩子熟悉剧本，提示走
位，而小孩子也独立搬道具，
认真记词。有些剧目的台词
基本由小营员创作，多个舞

美细节也采纳了孩子们的奇
思妙想，整场演出充满了本
真童趣。

“戏剧艺术为孩子们打开
了一个内心笃定自信的世界。”
濮存昕说，无论是家庭富裕还
是贫穷，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农
村，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了解，
互相进步，这是举办夏令营的
初衷。

濮存昕：

用戏剧为孩子打开自信的世界用戏剧为孩子打开自信的世界

濮存
昕在讲课。

《碟中谍 6：全面瓦解》8月 31
日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的“即刻
开战”版预告片上线的同时，片方
也宣布影片8月29日、30日，三位
主演汤姆·克鲁斯、亨利·卡维尔、
西蒙·佩吉与影片导演克里斯托
夫·迈考利将来华宣传。

此次全新发布的预告中，集
结了阿汤哥在影片中的极致动
作场面。从高空到地面、从雪山
到都市、从肉搏到火拼全方位展
现了伊森“高开低跳”、巴黎街区
狂飙摩托、直升机空中绳索悬
挂、楼顶飞身跨越和自驾直升机
正面对抗等精彩瞬间。命悬一
线的刺激场景令人紧张到不禁
屏住呼吸。

为了在大银幕上呈现这些
极限画面，阿汤哥与剧组在幕后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 25000

英尺高空进行 106 次极限跳伞，
凯旋门前与 70 名特技驾驶员磨
合训练，零下几十度的极寒天气
驾驶直升机追逐。

除了精彩刺激的火爆动作
场面，从预告片上看，还揭露了
更多危机情节。罗列着暗杀名
单的世界地图一闪而过后，阿汤
哥笃定“中情局已经被渗透了”，
决定自己单干直面危险。但另
一边，上司却又严厉警告阿汤哥

“你要自己干的话，他已受命追
杀你！”进退两难之时，白寡妇突
然现身宴会，电光火石间掀群拔
刀一招致命。

《碟中谍 6：全面瓦解》8 月
31 日将以 2D、3D、IMAX3D、中
国巨幕 3D、杜比影院以及杜比
全景声制式全国上映。

（图文均据新华网）

《碟中谍6》8月31日全国上映

阿汤哥携全新“碟中谍”月底来华

《碟
中 谍 6：
全 面 瓦
解》上映
在即。

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
由北京市文联等单位出品的“我
的北京我的家”系列电视短剧
17 日在京开机。该剧围绕“家”
这一核心元素，挖掘传统道德对
于现代生活的意义。

该剧总导演叶彤介绍，先期
开拍的 5部短剧以 5个不同职业
的人物为切入点，将小人物的故
事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缩影，反

映新时代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
和市民的当下生活。

该剧一大亮点是故事素材
主要从市民中征集，由专业编剧
改编成剧本，由职业和非职业演
员共同演出。短剧拍摄地点突
出北京特色，由固定的主线人物
贯穿全剧，每集设计不同的主题
和事件，力求将每一个“小家”的
情感融入“北京”的情怀之中。

电视系列短剧讲述
“我的北京我的家”

8月16日，纪录片《大三儿》在
北京举办首映礼。发布会上，导演
佟晟嘉、制片人黄旭峰等主创亮相
出席。张一白、曹保平、张杨、张大
磊、影评人史航都来到现场观影。

纪录片的主人公大三儿是
导演佟晟嘉小时候的邻居。20
年前，当一心追求音乐梦的佟晟
嘉被家人赶出门的时，是大三儿
挺身而出，借了他两千元。谈到
为什么会拍摄大三儿这个平凡
小人物时，导演表示从业以来拍
摄了许多艺术家;当他有一天回
到家乡，发现身为普通人的大三
儿和那些艺术名人在本质上并
没有分别，一样会感动到自己。
导演在现场动情表示，在他心
中，“大三儿非常高大”。

观影后，拍摄过《冈仁波齐》

《皮绳上的魂》等藏区题材作品
的张杨导演表示，影片中进藏的
情节令他倍感亲切，并坦言深受
大三儿这一人物触动。

首映礼现场还播放了一段10
分钟的纪录片，由朴树及其团队专
门录制，讲述了他们为《大三儿》重
新编曲《空帆船》的幕后故事。据
导演吐露，朴树在看完这部电影后
心绪难以平复，还走出门抽烟。朴
树此前一直对《空帆船》这首歌有
遗憾，认为“缺了点什么”，这次借

《大三儿》的契机，弥补了遗憾。制
片人黄旭峰表示，朴树为《大三儿》
改编演唱《空帆船》，整个过程的所
有投入都是无偿的。

电影《大三儿》将于 8 月 20
日亮相大银幕。

据新华网

纪录片《大三儿》首映
张杨被触动 朴树弥补心中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