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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金菊

为向党的十九大献礼，纪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
天福山起义80周年，10月15日，胶
东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天福山
起义》在济南万达影城首映。电
影《天福山起义》由威海市委宣
传部、文登区委区政府、八一电
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由中央军委
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片名，
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之一、原南京
军区副政委张玉华等担任顾问，
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成功上
映，历时十个多月制作完成。

真实再现胶东抗战第一枪

该片根据天福山起义史实
改编，讲述了中共胶东特委书记
理琪、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长于
得水等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的过程。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
东特委在文登天福山组织发动
了威震胶东的抗日武装起义，创
建了胶东人民第一支抗日武
装———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点燃了胶东抗战的烽火，
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这支只
有80多人的队伍，在战斗中不断
发展壮大，成为第27军、31军、32
军、41军等英雄部队的源头，涌
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
塔山英雄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等
英雄团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历
史性贡献。天福山起义因此成为
红色胶东的源头，在中国革命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首映式上，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刘致福给予了影片很高的
评价：“电影《天福山起义》以打
响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天福
山起义为背景，以独特的艺术语
言、拍摄手法，和张弛有度的感
人情节，生动地展现天福山起义
积淀而成的忠义英勇的红色文
化，为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创作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威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
广华表示：“电影《天福山起义》
塑造了以理琪、于得水等为代表

的革命先烈血性抗日、保家卫国
的鲜活形象，弘扬了永不屈服的
抗战精神。该影片的公映，也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献上
了一份厚礼。”

老革命子女为影片点赞

当天参加首映仪式并观看
影片的还有来自企事业单位和
高校学生代表。济南市威海商会
秘书长王新亮表示：“虽然自己
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但看完影片
还是感觉非常震撼，影片拍得非
常好。我们国家能发展到今天正
是由于众多的像天福山这样的
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高校
学生罗成坤告诉记者：“看过影

片，让我很感慨，今后要学习革
命先烈这种无畏的精神，学习他
们为了信仰和目标坚持到底的
决心。”

参与天福山起义的老革命
子女代表也一同观看了影片。

“我的父亲赛时礼就是在天福山
起义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两个舅舅也是参加天福山
起义后建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三军。我的父辈在天福山
起义的引领下投身革命，今天我
们作为后辈应该不忘初心，继承
老一辈的事业，早日实现民族复
兴的中国梦。”赛曙光老人对影
片感慨颇深。

江铁军老人带着自己的孙
女来看这部影片，他的父亲江辉
明化名王亮和母亲直接参加了
天福山起义。提起这部影片，江
铁军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我
的父亲原名江辉明因为被国民
党悬赏一百大洋捉拿，为地下工
作需要改名王亮，参加了起义。
理琪刚到胶东就是住在我母亲
家中。我家中有回忆录和资料，
我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影片是
非常好地还原了历史，也有一定
的故事性，价值是很高的。80多
年过去了，祖国强大了，但我们
不应该忘记过去。”

据悉，电影《天福山起义》将
通过部分院线、电视、网络等渠
道推广放映。

电影《天福山起义》济南首映

胶东抗战第一枪激荡热血与青春
另类青春喜剧

《青春逗》笑果惊人
励志青春喜剧片《青春

逗》于10月20日在全国公映。影
片由郑仕明执导，姜潮、张嘉
倪、金恩圣等主演，该片讲述
了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光棍节，
几位大学生想脱离单身而引
发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在社会
的艰难中寻找到人生自我，并
将爱情修成正果的故事。

影片于10月17日在济南举
办了超前看片会。区别于传统
青春片“无疼痛不青春”的套
路，《青春逗》独辟蹊径开启了
一条“不疯魔不成活”的喜剧
青春片道路。演员姜潮和张嘉
倪作为最主要角色和矛盾冲
突的线索，无疑成为整部影片
的“演技担当”，各自为观众贡
献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颠覆性
演绎。而由这个搞笑富二代与
泼辣假小子组成的疯狂二人
组为观众贡献了广为乐道的
多个笑料桥段，新鲜有趣的笑
点外加两人全程疯狂开挂的
演出，令本片的搞笑气质欲盖
弥彰，也让观众过足了笑瘾。

记者 张金菊

推理笔记
主演：陈都灵、林柏宏、汪铎、
郝邵文、金士杰
上映：10月20日

南洋大学的数学天才少
女夏早安因一场换心手术，被
卷入了疑似器官买卖和蓄意
杀人的悬案之中。与此同时，
心脏原主人的好友——— 热血
机车少年李小崇和夏早安倾
慕的精英学长秦一凡，也和这
场命案牵扯出千丝万缕的联
系。救命的心脏竟成了锥心的
利刃，真情与真相的抉择背
后 ，还 隐 藏 着 更 疯 狂 的 阴
谋——— 一个通过数学计算就
可以掌控生杀的“拉普拉斯
妖”。到底是谁实施了这场猎
取心脏的完美谋杀？这场关于
探寻真相与推导真爱的天才
智商角逐战，始于人心，终于
人心。

胡杨的夏天
主演：朱一龙、陈佩斯、潘长江
上映：10月20日

摄影师胡杨为了扩大经
营，找到一位艺术商人开了家
高端工作室，但条件是必须让
时尚美食女主播夏天答应与
艺术商人签约。于是，胡杨开
始接近夏天，两人渐生情愫。
没想到，夏天的追求者徐金宝
从中捣乱，让他们一路窘迫，
并揭穿了胡杨的骗局。夏天伤
心地回到家乡新疆，没想到在
新疆两人再次偶遇并相爱。

《西小河的夏天》
釜山全球首映获赞

当地时间10月14日
下午，入围本届釜山电
影节唯一竞赛单元“新
浪潮大奖”的电影《西小
河的夏天》在釜山举行
全球首映。映后观众反
应热烈，好评如潮，大家
将“温馨感人”、“欢笑中
带着泪水”等溢美之词
献 给 到 场 的 监 制 张 家
振、导演周全与主演张
颂文。

据悉，影片开票后，
短时间内便全部售罄，
是本届釜山电影节华语
片售票速度之最。同时，
两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奥
利弗·斯通、戛纳国际电
影节副主席C h r i s t i n e
Juene和香港国际电影节
及 亚 洲 电 影 大 奖 总 监
Roger Garc ia也前来观
影。现场观众纷纷表示
影片温馨感人、欢笑声
中带有泪水。会后导演
周全立刻被韩国观众团
团包围、圈粉无数，并有
多位居住在韩国的中国
观众表示希望早日看到
影片在中国上映，让国
内观众能够有机会一睹
这部典雅之作。

《西小河的夏天》由
企鹅影视、一山文化、彼
此影业共同投资。在釜
山世界首映后，也即将
前往欧洲首映，并预计
明年上半年与国内观众
见面。 棕鹤

《王牌特工2：黄金圈》点映

好看的动作片就是个味儿
□记者 张金菊

好莱坞动作片《王牌特工
2：黄金圈》于 10 月 20 日全国上
映。由于第一部大受欢迎，观众
对第二部期待颇高。10 月 16 日，

《王牌特工2》在包括济南的全国
39个城市点映，本报记者也提前
观看了这部影片。《王牌特工2》
的动作依旧花哨，新角色美国特
工的套索神技堪称一绝。最让人
惊喜的当然是科林·费尔斯的回
归，与塔隆·埃格顿的感情戏多
了不少。奥斯卡影后朱丽安·摩
尔饰演的超级反派女魔头，会让
你从此无法直视汉堡。

场景“处女座”

全球取景更土豪

《王牌特工》系列可以说在
007之后创造了最火爆最会耍帅
的英伦特工，第一部的成功之处
在于英伦绅士外表下流动的动
漫和粗俗动作片气质，这些元素
混搭在一起毫不突兀，反而有一
种脑洞大开的惊喜感。

在《王牌特工2》中，这种惊
喜感得到了延续。已经成为特工
主力的艾格西平时还是小混混
气质，但换上西装就是雅痞青年
一枚。为了传达英伦绅士风情，
360度展示特工总部的豪华装备
是必不可少的，片中连枪炮的陈
列都有一种“处女座”上身之感。

得益于第一部的成功，第二
部的拍摄显然更加“土豪”了，从
英国伦敦老街区、美国肯塔基和
首都华盛顿，再到缅甸丛林和意

大利雪山，《王牌特工2》把这些
地方变成特工们耍帅的背景舞
台，由于拯救世界的任务需要，
美国特工的牛仔风情和英伦特
工的绅士风混搭，还有反派女魔
头的美国50年代复古风，看得出
主创都有种放开玩的尽兴感。

动作戏密集

套索与导弹燃到爆

行云流水的动作戏是《王牌
特工》的招牌，因此在《王牌特工
2》中动作戏只多不少，一开场艾
格西与查理在伦敦街头打斗的
戏份就相当过瘾。但这只是开
始，动作戏几乎贯穿全片，说从
头打到尾一点都不为过，还有观
众看过后表示：“明明只是一场
电影但感觉像是看了三场。”论
打斗的精彩程度，美国特工以套
索为工具、特工们飞来飞去的戏
份，甚至拍出了武侠片的感觉。

朱丽安·摩尔饰演的超级反
派女魔头为了自己的毒品生意，
创立黄金圈组织，声称更信任机
器人。反派热爱高科技，导致英
伦特工在开场几乎被全部干掉，
只剩下特工艾格西和技术主管
梅林。机器手臂和机器狗与特工
们的追逐战也格外激烈。

当然，幽默感也是其中必不
可少的元素。著名歌手埃尔顿在
片中本色出演被绑架的自己，羽
毛装就够搞笑了，与特工合作调
戏机器狗也算是老当益壮。

此外，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
是女魔头，一言不合就把人往绞
肉机塞做汉堡。有观众直言对汉

堡都有心理阴影了。

周边产品很诱人

特工装备你也可以有

由于《王牌特工2》在服装、
道具上的精致设计，也催生了一
大批影迷着迷于此。最幸运的是
深圳影迷，据片方介绍，全球独
家的电影《王牌特工2：黄金圈》
主题密室逃脱体验馆在深圳来
福士开幕，不仅场景高度还原，
武器装备更是空运而来，只为最
完美呈现！现场的场景还原随处
可见电影的精良制作细节，不论
是低调奢华的“特工办公室”、还
是高贵英伦风的“特工会议室”，
以及隐藏在各个角落里各个电
影主创的海报、模拟道具等。

上一部之后，网友们已经对
片中特工们的装备垂涎欲滴。贴
心又有商业头脑的剧组干脆成
了 一 家 服 装 公 司 ，专 门 生 产

“Kinsman”（英文片名）品牌的服
装，还有袖口、胸针以及口袋巾
等。除了片中的枪支弹药没人敢
卖，片中的道具都有专门的厂家
生产了定制款。连片中特工们的
爱犬都成了热门。

《《天天福福山山起起义义》》首首映映式式 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艾艾格格西西成成特特工工主主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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