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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军大业》亮相上影节
黄建新透露刘伟强为拍片下苦功
本报讯（记者邱晨）热血战争巨制《建军大业》
昨日在沪举行发布会，导演刘伟强、监制黄建新携
演员刘烨、朱亚文、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
宇、吴樾、张天爱亮相，现场畅谈创作幕后故事及
表演中的心路历程。 监制黄建新透露，作为一位香
港导演，刘伟强为拍这部电影不但查阅大量资料，
还重走了一遍建军路，感受曾经的峥嵘岁月。
作为中影“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电影
《建军大业》是展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宏大历史
篇章的献礼之作，可谓备受瞩目，而当天出席发布
会的主演们对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有自己的
理解与感受。
片中饰演毛泽东的刘烨表示， 毛泽东一生与
上海关系密切，“上海对党和军队的影响很大，建
党时期的一些主要工作也是在上海完成的， 我从
《建党伟业》演到《建军大业》，所以感触很深刻”；
在片中饰演叶挺将军的欧豪表示， 南昌起义时期

的叶挺有着现代年轻人的无畏，“在他心里没有打
不赢的战斗”；饰演粟裕的刘昊然坦言接演粟裕时
内心十分紧张， 在剧组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后
才有了信心，“希望可以呈现出年轻将领当年青春
热血的风采”；饰演宋美龄的张天爱则对自己的出
演表示“一直很紧张”，“虽然没上战场，但依然能
感受到当年的风云激荡”。
监制黄建新透露， 刘伟强导演为了这部电影
不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还重走了一遍建军路，
探访了包括毛泽东故居在内的多个重要地点，“刘
伟强导演对待作品的认真和专业程度在圈里是出
了名的， 但我们都没有见过他这么努力和认真的
样子，他把这段历史研究了很多遍，从他的角度给
出了很多新的建议， 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热血和
激荡人心。 ”
电影《建军大业》将于 7 月 28 日全国上映。

高校联盟微影 PK 赛第二季落幕

武汉传媒学院斩获冠军
本报讯（记者邱晨）高校联盟微影 PK 赛第二季城市踢馆赛
上周末落下帷幕，武汉传媒学院凭借作品《第二杯咖啡》最终获
得本次大赛的冠军。
本季高校联盟微影 PK 赛最大看点即为城市踢馆赛，五所
高校围绕命题《恋爱吧，六月！》以不同角度演绎了 95 后高校学
子对于青春、爱情的定义、憧憬以及思考，故事线索紧凑、极具
创意。
除了武汉传媒学院凭借作品《第二杯咖啡》获得冠军外，武
汉晴川学院凭借作品《情弦》、武汉大学凭借作品《惊喜》分别获
得亚军和季军， 外省踢馆院校南京师范大学获最具城市荣誉
奖。 武汉东湖学院宋世昌、张紫荆通过“微影武汉”官微票选全
揽校园最佳男、女主角奖项。 踢馆院校南京师范大学携作品《若

即，非离》与晋级赛四强团队现场对决，最终获得最具城市荣誉
奖。
本次大赛历时 2 个月，共有 12 所高校参与角逐，大赛充分
挖掘“大学之城”文化原创力量，展现“青春之城”当代学校风
貌，掀起“梦想之城”影像头脑风暴，打造“创新之城”高校文化
品牌，赛事范围从武汉扩大到北上广区域，已成为高校学子创
作原动力的集中营。
记者同时获悉， 本季大赛所有奖项将在今年 10 月举办的
第五届中国·武汉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上颁出。 值得一提的是，
与第五届中国·武汉微电影大赛同期举办的第十二届华语青年
影像论坛将于 9 月 22 日至 26 日举行， 微影 PK 赛晋级赛四强
选手将受邀与华语群星同登红毯。

张杨。 记者肖僖 摄

张杨携新作武汉会影迷
新尝试让我在艺术领域走得更远

艺术家用作品呈现“春风拂面”
本报讯（记者鲁艳红 通讯员龚达晓）常言道“冷暖自知”，
冷暖的温度变化给人们在身体层面会有共同的物理感受，但春
风拂面的心灵感受也许并不会是相同的。《春风拂面（第 二 回）·
在青州》近日在武汉美术馆开幕，艺术家们用写生作品向观众
呈现他们心目中的春风拂面。
今年 4 月，武汉美术馆组织我省知名画家王心耀、刘寿祥、
肖丰、张广慧、陈勇劲、徐勇民等和馆里部分员工前往山东青州
的仰天山，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写生。 艺术家们分别去了仰天山
山下两侧的柿子沟村、桃行村写生。 此次展出的作品包括版画

油画、水墨画、水彩等多种形式，展现了青州一带翠谷秀水、寺
院碑林等风景。
一周的写生让艺术家们有了视觉震撼和创作灵感的触动。
江汉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心耀在谈到这次写生的感受时说，艺
术家需要生活需要游历。“游历就是一种心游、内游、神游，没有
内游这个高级阶段，外游必定是浅薄的。 作为画家，游历是寻找
一种感觉，一种不可名状的创作冲动。 ”
展览将持续至 7 月 6 日，周一闭馆，市民可免费参观。

杨佑宁加盟《侠盗联盟》
联手刘德华舒淇全球夺宝

本报讯（记者邱晨）昨日，由刘德华、舒淇、杨 佑 宁、让·雷
诺等主演的动作冒险片《侠盗联盟》亮相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该片取材真实的戛纳盗宝事件，是冯德伦执导 AMC 大
热美剧《荒原》后回归华语银幕。
《侠盗联盟》中，杨 佑 宁饰演超能骇客小宝，同舒淇饰演的
“美贼”叶红相爱相杀。 这是杨 佑 宁与舒淇继《天堂口》、《健忘
村》后的第三度合作。 发布会现场，杨 佑 宁不仅隔空喊话舒淇，
还对冯德伦打趣道：“你老婆去哪里了”。
戏里的开心果杨 佑 宁， 戏外也喜欢跟女神舒淇互怼：“我
负责幽默搞笑部分。 间接把舒淇搞笑可爱那一部分引出来。 在
拍戏的时候很喜欢互相开玩笑。 片场她会给导演说，给杨佑宁
那么多特写干嘛。 到了在拍我的时候，会跟灯光师讲那个灯不
用打那么好，随便打一打就可以了。 ”
而作为“潮盗天团”的代表，杨 佑 宁现场连线“帅盗”刘德
华，他也爆料刘德华私下其实是”网瘾 boy”：“华哥这部片子里
面其实很像一个大小孩，他算是我们最年长的，当然辈分也是
最资深的。 但华哥他其实是一个潜伏在网路上，看年轻人现在
好奇什么的人。 他常常会跟我们分享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段子，
或者是网友的什么留言之类的，或者是好看的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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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邱晨）经过 26 年的酝酿，张杨
新作《冈仁波齐》6 月 20 日将在全国公映。 上周
末，张杨携带新作亮相武汉会影迷，并与天空之
城 影 业 CEO 路 伟 ， 学 术 界 的“神 雕 侠 侣 ” 魏 天
无、 魏天真进行漫谈。 谈到这部创造性地采用
“边走边拍”随机选择素材的新片，张杨坦言这
次的拍片经历让他获益匪浅：“成熟的导演都不
愿去改变，但这次的尝试，让我在艺术领域比以
前走得更远。 ”
《冈仁波齐》讲述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同
村 10 个普通的藏族人和一个孕妇一起从 家出
发，磕头 2500 公里去“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故
事。 相比之前拍摄的作品，这部新片中大胆地采
用了“边走边拍”随机选择电影素材的创新拍摄
方式。
面对武汉的影迷， 张杨分享了自己的创作
初衷：“我们这部剧情片采用了纪录片的拍法，
没有剧本，就是即兴拍摄。 因为我们从开始的基
本态度，就是不要编排东西，剩下的就是搁在这
条路上今天发生明天发生的事情， 从中选取素
材去创作，希望做到克制表达，冷静表现题材的
电影。 ”
对于这部作品，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魏天无和魏天真给予了高度的褒奖， 魏天无认
为该片一定可以打动很多人，“因为这个作品是
聚焦于人， 这一点也是张杨跟其他导演区别最
大的地方。 张杨在关注人，关注人心，而我们观
影的过程事实上更多的也在反思自己”。
张杨则表示， 这种创新的拍摄方式让一度
迷失不知道电影该怎么拍的自己， 找到了新的
创作冲动：“这种完全崭新的创作手法， 没有剧
本，你要慢慢磨，我享受这个过程，也带给我一
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带给我对电影的另外一
种认识。 ”
导演透露， 自己目前在拍摄新作品，“是关
于云南大理，也将采用一样的手法，因为这个过
程里你需要反复纠错的时间， 所以做这样的电
影必须尽量压缩， 这部 电影我带了 30 人的团
队，大理的这部我只有 18 个人，这样为导演赢
得创作时间， 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部
分——
—成熟的导演都不愿去改变， 但这次的尝
试，让我在艺术领域比以前走得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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