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昨日，共有《万里归途》《钢铁意志》《平凡
英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我的外星朋友》《我
是霸王龙》《新灰姑娘2》《搜救》等7部影片宣布定档
2022国庆档。

近年来，主旋律成为国庆档的绝对主力。今年的
《万里归途》《钢铁意志》《平凡英雄》《搜救》也从不同角
度讲述英雄故事。其中，首部揭秘中国外交官撤侨幕
后的电影《万里归途》位列票房预售榜首位。

《万里归途》有望成为头部大片
在国庆档新片预售榜中，《万里归途》目前是绝

对榜首，而且被业内一致看好，有望成为国庆档头
部大片。影片由饶晓志执导，郭帆、王红卫监制。
影片讲述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宗大伟（张译 饰）与
新人外交官成朗（王俊凯 饰），逆行深入战火绝境，
撤离白婳（殷桃 饰）等一百多位同胞的故事。

日前，《万里归途》在北京举办首映礼，“紧张
感”“真实代入”成为许多观众评论的关键词。电影
的沉浸感让不少观众直呼过瘾，“很有纪实感，代入
感十足”。战争场面的真实呈现，带来了直击人心

的震撼。撤侨大部队穿越沙漠、矿山、戈壁、红湖的壮
观场景，带来了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而张译、王俊
凯、殷桃等主演的演技也得到了观众充分认可。

为了更真实还原画面，导演饶晓志带领剧组翻阅
了大量的撤侨报告文学，基于真实情况编织故事，让电
影不仅可看性强，更充满打动人心的力量。饶晓志表
示：“最打动我的，是真实撤侨的外交官们，他们在生活
中是普通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但职责要求他们
冲在一线。”监制郭帆也感慨道：“他们面对的真实情况
比电影中还要艰难，是普通人很难理解的心境。”

《万里归途》将于9月29日开启超前点映，9月30日
全国上映。

主旋律影片各有震撼之处
《万里归途》之外，《钢铁意志》《平凡英雄》《搜救》

也从不同角度奏响主旋律。
电影《平凡英雄》根据“救治新疆和田断臂男孩”真

实事迹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位七岁男孩因为意外断臂，
在“黄金八小时”内跨越 1400公里，从和田到乌鲁木齐
最终接受救治的动人故事。影片由陈国辉执导，游晓
颖编剧、李冰冰、冯绍峰领衔主演，黄晓明友情出演。
电影将于 9 月 30 日全国上映，凡人微光，星火成炬，向
每一位平凡英雄致敬。

电影《钢铁意志》也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在解
放初期，面对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对钢铁的迫切
需求，刘烨饰演的赵铁池团结带领广大钢铁工人，克服
重重险阻，完成鞍钢复产复工的艰巨任务。影片由宁海
强执导，刘烨、韩雪、林永健、张国强领衔主演。首次将中
国钢铁工人的炼钢故事搬上银幕，不仅再现了钢铁工人
们为革命奋斗的青春热血，更传递了强国自信、大国脊
梁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影片将在9月30日上映。

由甄子丹监制并主演、罗志良执导的电影《搜救》
紧急官宣定档10月3日上映。这是国内首部公安搜救
题材影片，讲述了一段“极寒绝境”之中“舍身救子”的
感人故事：寒冬季节，一深圳游客家庭自驾驶入长白山
旅行，因为父子的一场争吵，8岁儿子不幸走失，极地搜
救行动即刻展开……《搜救》的拍摄跨越了两个寒冬，
取景于长白山极寒的雪山、森林和冰湖，在平均气温零
下30℃的林区完成，真实的环境结合现代科技，让观众
有“绝境营救”的真切感受。

合家欢观影还看“大头儿子”
动画电影是小朋友的最爱，也是假期合家欢观影

的最佳选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5：我的外星
朋友》故事融合硬核航天题材和欢乐温情的家庭元
素，讲述大头儿子第一次遭遇人际交往困难，失去了身
边伙伴的支持，想要继续太空探索之旅却寸步难行，

“无所不能”的小头爸爸也很苦恼。影片日前发布配音
特辑，陪伴大家一路成长的鞠萍姐姐、董浩叔叔、月亮
姐姐、红果果绿泡泡、尼格买提等11位配音演员为大家推
荐本片。大家集体表示，《新大头儿子5》将激励孩子们“勇
于追梦、勤于圆梦”。

《我是霸王龙》带小朋友穿越到6500万年前的白垩
纪晚期，走进一个神秘五彩斑斓的恐龙新世界。一段关
于陆地最强王者霸王龙惊险刺激的冒险即将呈现……

《新灰姑娘2》讲述的是女主人公艾拉和好朋友们
在魔法世界里梦幻又奇妙的冒险故事。作为一部寓
教于乐的合家欢影片，该片剧情层次丰富却又能直接
表达着童话中浪漫、温馨的元素。艾拉与伙伴们并肩
冒险，他们用行动告诉孩子们童话故事里最动人的不
是魔法，而是宝贵的真心和美好的品质。

三部动画片将在10月1日上映。

沉浸到大唐风情中
“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唐人对金

银的喜爱，不仅体现在生活日常的应用，还写进了流
传千古的诗词里。那么，唐人的金银宝藏，到底有多
精美？

鎏金带座银大日如来、鎏金如来说法银宝函、单
轮十二环纯金锡杖、鎏金双蛾团花银香囊、五瓣葵口
大内凹底秘色瓷盘……“溢彩奇珍——法门寺地宫
的惊世宝藏”特展向我们展示唐代大国工匠精湛的
艺术创造和国强民富的充盈物质生活。展览从展厅
外的西市、东市中的鎏金浮屠，到展厅入口的地宫空
间构筑，营造了一个穿越时空、走进法门寺地宫、沉
浸到唐代文化中的空间氛围。此次展览的展品集合
了珍贵等级文物75件（组），展览中的每一件展品都
值得细细欣赏，这些展品不仅是工艺的集大成之作，
更是文化内涵深厚的旷世之作。

国庆节期间，青岛市博物馆还有系列展览展
出。《筑梦十载 再启新程——青岛纪实性摄影作品
展》《舰证中德交往——中山舰出水文物特展》《史迹
寻踪——城阳区不可移动文物图片展》《大地之光
——矿物精华之美》等展出不同的历史文化艺术。
此外，还有系列活动与展览呼应：10月1日10：00，举
办《挺进深蓝 向海图强——人民海军发展壮大史》
国防教育专题讲座；10月 3日 14：00，“博琴雅韵”国
庆古琴雅集邀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我们的节日”

重阳节香囊DIY活动，相约10月4日10：00。国庆假期志愿者
公益讲解也会在博物馆开展多场次定点公益讲解活动。假期
七天，到青岛市博物馆一楼商店可以 8折优惠价购得部分青
博高端文创产品。

看青岛的“美在新时代”
青岛市美术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两场全新展览，都与青岛

美术有关。
9月28日开展的“喜迎二十大 美在新时代——青岛市群

众美术创作作品展”，展览作者都是青岛市广大基层美术工作
者，他们长期扎根生活的沃土，描绘和记录着自己的家园和生
活。参展作品聚焦“喜迎二十大 美在新时代”这一主题，这些
作品中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形象，也有表现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多方面发展的力作；既能看到新时代建设图景，又不乏
表现“抗疫精神”的作品，还有一幅幅展现农村民俗风情、春耕
秋收、休闲娱乐等幸福生活和劳作场面的美好画卷。通过国
画、油画、水彩、版画、剪纸、年画等多种美术形式，赞美伟大祖
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讴歌美丽青岛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
颂扬家乡建设者的精神风貌。此次展览是近年来我市规模最
大的一次群众美术创作作品展。

9月 29日，《青岛恋歌——金步松油画作品及文献展》将
于罗马展厅开幕，此次展览作为青岛市美术馆自主策划展览

《传承——青岛本土艺术家艺术文献系列展》之一，展示了青
岛著名油画家金步松青岛、江南、渔歌、海外等主题的系列作
品。此外，亦有大量艺术教育及其舞台美术的艺术文献首次
展出，也是对金步松61年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展示。

此外，10月4日重阳节当天，青岛市美术馆邀请60岁以上
老人来馆和胶南剪纸的代表性人物薛娜老师，一起感受剪纸
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个人的当代艺术史
TAG·西海美术馆首个艺术家个案研究性展览“丁乙：流

动的无限”，国庆期间继续相约观众。展览不仅集中呈现了艺
术家丁乙以“十示”为元语言、逾期三十余年艺术实践中的代
表作，还首次披露了他以“海”为灵感的全新力作。同时，该展
览提供了一种海洋性的视角，在起伏、翻涌与交融之间，挖掘
青岛艺术发展未来的无尽潜能。

值得注意的的是，丁乙的一系列在地性作品亮相于
TAG·西海美术馆 7号展厅，这些新作与美术馆建筑、城市及
自然发生对话与互动。丁乙曾透过展厅四扇尺度不一的菱形

窗户，窥见海天一色的动人景色，并为此创
作了一系列全新的作品。在移步换景的过
程中，观者将饱览艺术家笔下的日夜晨昏
之中不断变化着的天空、海洋与星辰等图
景，沉浸于画面上流动的无限，也随即跃入
丁乙在这一系列图示之上所构筑起的浩瀚
宇宙、精神之境。

作为青岛新晋文化旅游打卡地，TAG·
西海美术馆在不久前刚被Larry’s List评选
为“2022年全球必去的14家美术馆”之一，
是全国唯一入选的美术馆，在第六届理想
家未来大奖上，西海美术馆还荣获“最佳公
共建筑奖”。

国庆假期，美术馆还开设公众艺术课
程：10月 1日 14：30-16：30《大型创作专题
课——绘画》（5-12岁儿童课程）；10月2日
10：00-11：30《树枝高比林编织——国庆专
场》（成人课程）；14：30-16：30《大型创作专
题课——绘画》（5-12岁儿童课程）。

多元化展示“平行的当代”
以“平行的当代”为主题，第五届青岛

国际青年艺术季正在岛城展示当代的审
美，其中三场展览展期都在国庆假期。

“链接——中欧国际青年艺术家交流
展”邀请到25位中国和意大利的青年艺术
家作品参展，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年龄、不同
地域的艺术家创作上产生的差异性。该展
览在青岛出版艺术馆展至10月2日。

“世界，如你所见”是青年雕塑家燕丕
杰毕业至今的第一个个人展，是他十几年
来从事艺术创作的首次系统性展示。展览
在德昌阿特现代艺术空间展至10月10日。

“青云——青岛高校导师艺术新锐提
名展”从发现新人出发，邀请三位高校老
师作为提名人，发现和展示青岛各高校在
读或刚进入社会的艺术新秀的作品，从中可
以窥见新生一代的创作指向和艺术主张。
展览将在10月7日在青岛出版艺术馆开展。

同样极具当代审美，“青蓝之梦·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绘画邀请展”在青岛市
雕塑馆展出。展览延续“青蓝之梦”系列主
题，展出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雕
塑 系 师 生 及 知 名 校 友 作 品 共 140 余 件

（组），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壁画、水
彩等多种艺术门类，展示了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多年来的教学成果与创作成就。该展
览注重以本体探究、社会关怀、跨界实验等
多角度开展策划和遴选工作。参展作品风
格多样，体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对话与
交流、学科交叉背景下的连通与互促、艺科
融合趋势下的探索与实验。

市图书馆“书香国庆”活动丰富
国庆期间，青岛市图书馆以“盛世华诞 书香

国庆”为主题，为市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
10月1日8：00，将在馆内北广场举办隆重的

升旗仪式，并组织《读中国》集体诵读活动；10月2
日，第八期古琴公益课将于非遗阅读馆开课；10月
4日，西楼502教室还将开展尼山书院传统国学吟
诵活动；此外，10月1日，“我与祖国共成长”优秀
志愿者表彰活动将在自然多维阅读空间举办，“欢
度国庆 喜迎二十大”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书画
作品展将于西一楼展厅持续展览至10月9日。

线上活动也精彩。国庆节当天，“中国制造
筑梦未来——大国重器背后的创新科技展”将于青
岛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线；10月2日，微信公众
号上的“不忘初心 · 红色之旅”，将带领广大读者
徜徉书海，畅游北京；10月5日，青图云赠书栏目将
推出国庆专题，为大家送上精美图书；国庆期间，

“花样阅读”系列线上讲座也将于抖音平台开讲。
10 月 4 日重阳节，市图书馆将组织小读者

们举办重阳节主题活动。图书馆还将在城运颐
养健康中心举行期刊捐赠受赠仪式，为老年读
者送上温暖。

市文化馆 多种形式“祝福祖国”
青岛市文化馆围绕“祝福祖国、歌颂祖国”，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系列专题活动。
“喜迎二十大 欢乐在四季”2022 青岛市戏曲票友

优秀节目文艺展演9月28日14：00在市北剧场举办。9
月 30日、10月 7日 19：30，“青岛群星书场”将特别推出
歌颂祖国、廉政建设、话说青岛等为主题的曲艺作品，
曲艺演员刘宗琦携团队精彩亮相，伴你欢乐度长假。
以祝福祖国、歌颂祖国为主题的“城市音乐角”的乐队
表演，假期将与你在大鲍岛街区、肥城路不期而遇。

10 月 1 日起，“喜迎二十大 欢乐在四季”“壮美河
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美术书法优秀
作品展在群星展厅（一楼）开展。“墨彩飞扬”2022年青岛
市美术书法原创优秀作品展在群星展厅（三楼）开展。

线上活动也有“假期七天乐”。青岛市文化馆数字
平台不仅有“手指，变！变！变！”——古彩戏法教学、展

演集锦，还有“大奇说民俗”之“话说重阳”专题节
目。“黄河·畅想”2022青岛市首届沿黄河流域“云上
民歌会”、2022青岛市群众合唱展演、2022年青岛市
广场舞展演、2022年青岛市文创产品大赛非遗作品
展以及“群文战‘疫’在行动 彩云朵朵‘艺’起来”云
舞台（区市篇）等，都将与你相约数字平台。

青岛演艺集团 好戏云上看
青岛演艺集团庆“十·一”云展播将在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展演精品舞台剧目。票艺青岛公众
号“文化芯”平台会陆续推出《国·家》《沙家浜》《光
荣人家》《阿凡提》《马向阳下乡记》《红高粱》等剧
目的展播。

其中，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舞剧《红高
粱》都是获得“文华大奖”的精品剧目。《马向阳下乡
记》根据同名热播的电视剧改编，以第一书记这一
人物形象切入“精准扶贫”这一重大现实题材，讲述
了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马向阳到偏僻的大槐树村担
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故事。《红高粱》
保有了小说原著以及电影故事的主线情节。颠轿、野
合、祭酒、丰收、屠杀、出殡六大章节，每个章节都主题
鲜明，完整地讲述了一段关于“生命力”的故事。歌剧

《国·家》从“小人物、大情怀，小角度、大视野”这个角
度切入，运用现代的舞台审美，融入象征性艺术表达，
演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话剧《光荣人家》以青岛平
度董成森家庭为生活素材创作，讲述“光荣之家”在
历史不同时期、人生不同阶段的感人故事。经典现
代京剧《沙家浜》是为戏迷朋友特别准备的，而《阿
凡提》则是广受小朋友喜爱的儿童剧目。

公益文化活动 线上线下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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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美的历程”不能错过这些展览
认识美、欣赏美、懂得美，当然离

不开观赏各种美的展览。
国庆假期，青岛各个展馆里藏着

各种不同式样的美，从法门寺地宫宝
藏里藏着的大唐风情，到从青岛链接

“平行的当代”展示的不同“当下”，从
丁乙一个人的当代艺术发展史，到青
岛群众美术里的“美的新时代”……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都在
艺术家的艺术品里，等你来展开“美
的历程”。

《流动的无限》融合了艺术品之美与自然风景之美。

来青岛市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大唐之美来青岛市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大唐之美。。

““文华大奖文华大奖””舞剧舞剧《《红高粱红高粱》》邀你云上赏邀你云上赏。。

《《万里归途万里归途》》目前是国庆档最受瞩目的影目前是国庆档最受瞩目的影片片。。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是假期合家欢影片主力是假期合家欢影片主力。。

在国庆节和重阳节到来之际，青岛市
图书馆、青岛市文化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为岛城市民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公益文化活
动。青岛演艺集团也把最精彩的大戏放在
云端，邀你在家欣赏舞台艺术。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贾小飞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贾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