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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杰执导的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8日发
布四川篇“为你照亮”版故事海报和特辑。该片以
新闻素材为依托，是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
书记们的“情感记事簿”。作品拟于 11月 23日全
国上映。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四川篇讲述了胡小明
和罗洪两位前任和现任第一书记为大凉山孩子们
解决受教育问题的故事，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这一重要指示与要求的响应与践行。

博作村，位于四川省大凉山腹地的彝族自治州的
一个小村落，海拔2500多米，过去由于交通滞后、知
识薄弱、陈规陋习多、环境脏乱差，贫困代际传播沉
疴日久，全村只有两个初中毕业生……

胡小明，曾经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
觉撒乡博作村原驻村第一书记，两年前他结束派
驻，离开了博作村。但缘分没有在这里终结，两年
后，他乘车翻越座座大山，又一次踏上了自己曾经
走过的路：“闭上眼睛经常想起我们村的孩子们，
忘不了他们。”

他又回到了熟悉的战场，要与现任第一书记罗
洪并肩作战，一起打完“最后一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大凉山腹地的孩子们却很
少有机会看见。在村民们以前的观念里，孩子就
应该像上一辈一样，放牛放羊，而不是进学堂。派
第一书记去攻克贫困堡垒，某种程度上，就是以一
己之力去改变一方水土和一方人的观念。

“辍学零容忍，一个都不能少。”“民族要发展，
孩子才是真正的未来，才是希望。”胡小明满腔热
情去村民家做工作，却吃到了一顿顿“闭门羹”。
他不气馁：“要从思想深处去了解他们。”他帮着村
里建起了幼儿园，让孩子们不再因不会普通话而
成绩不好、厌学；他一遍遍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
告诉他们“不读书就是聋子就是瞎子”，只有读书
才能走出去。

“为你照亮”特辑真实地呈现了胡小明去当驻村
书记之前大凉山孩子的生活环境：路边放羊、篝火取
暖、满身污垢……真实又揪心。特辑也真实地还原了
胡小明和“战友”罗洪书记的“劝学”决心：成人成才
后，走出去，带进来，彻底改变过去的一些陈旧观念。

从一个村子只有两个初中生，到全村孩子都有
学上，琅琅读书声成了博作村里最动听的声音。

抓好教育的同时，两位书记也倾尽所有，为孩
子们在生活上送去关爱。“为你照亮”版海报上，胡
小明用双手点亮明灯，身后是漫天繁星，“你点亮了
那盏灯，于是星星都向我们涌来”是孩子们的心声。

《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
之战》请来陈奕迅演唱中文主题曲《孤勇者》，歌
曲在8日上线。

《孤勇者》由知名音乐制作人钱雷编曲制作、
知名作词人唐恬作词。两位创作人以“平凡英
雄”的角度展开创作，呼应了动画中上下城邦对
抗的主题，献给那些非正统意义的“英雄”们。在
演唱上，陈奕迅以其标志性的中低音唱出小人物
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
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奋力为自
己而战，为梦想而战。

陈奕迅唱过多部知名动画的主题曲，比如
《迪迦奥特曼》的粤语主题曲《超人的主题曲》、
《钢之炼金术师》的粤语主题曲《不死传说》。此
次时隔多年再次为动画献声，更是让歌迷兴奋不
已。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热衷科技进
步的繁华上城与追逐化学工业的混乱底城将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金克丝、蔚、凯特琳、艾克、杰
斯等知名英雄又会交织出怎样的故事？陈奕迅
用一首歌的时间勾起听众对这个故事的好奇心。

据了解，《双城之战》还将推出剧集原声专
辑，共收录11首定制歌曲。其中，每集都有一首
定制歌曲，分别由 Pusha T、Denzel Curry 和 Bea
Miller等音乐人创作。剧集的全球主题曲《Ene-
my》由格莱美奖得主Imagine Dragons（梦龙乐队）
演唱。 （胡广欣 龚卫锋）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11 月 7 日，《英雄
联盟》的首部动画剧集
《英雄联盟：双城之战》
（简称《双城之战》）登
陆腾讯视频，不到8小
时，播放量破亿，豆瓣
评分 9.2 分。《英雄联
盟》IP 是如何热起来
的？《双城之战》如何实
现游戏到动画剧集改
编？“符文之地”的故事
将如何延展？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受邀参加
了该剧在上海举行的
观剧体验会，寻找一系
列问题的答案。

2009年，由美国拳头游戏开
发的 MOBA 竞技网游《英雄联
盟》在北美和欧洲上线，2011年，
这款游戏登陆中国大陆，由腾讯
游戏代理运营。据拳头游戏官
方微博消息，全球每月有 1.8 亿
人在玩英雄联盟端游、手游以及
衍生游戏。今年 10 月 8 日，《英
雄联盟手游》通过腾讯游戏登陆
中国，目前已超过《王者荣耀》及
《和平精英》，位列腾讯手游人气
榜首。

《双城之战》的故事源于《英
雄联盟》。这款游戏最主要的背
景故事发生地是“物质世界”符
文之地，其含义为“魔法之土”，
包含艾欧尼亚、德玛西亚、皮尔
特沃夫、比尔吉沃特等地区。被
祝福的符文之地上有大量源生
态魔法能量，人可以触及能量。
各地区的人在符文之地生活，被
数百个“英雄”带领着发动战争，
寻求和平。

毫无疑问，推出动画剧集
《双城之战》，是《英雄联盟》IP影
视化探索的重要一步，也是未来
十年《英雄联盟》文创业务的开
端。拳头游戏中国娱乐业务总
经理朱承华介绍：“拳头游戏希
望与腾讯深度开拓文娱市场，并
围绕《双城之战》打造不同类型
的游戏奖励、音乐、周边商品、展
览等一系列项目。”

《双城之战》由中、美、法三
国开发制作，耗时近六年完成，
共 9集，以金克丝与蔚的视角，
讲述了在符文之地上，富裕的
皮尔特沃夫和地下城区底城之
间脆弱的平衡。在皮尔特沃
夫，在海克斯科技的带动下，任
何人都能掌握魔法；在底城，一
种叫做“微光”的新型药物把人
变成怪物。两座城邦为了争权
夺利，矛盾愈演愈烈。该剧将
带领观众探索双生城邦的故
事。有意思的是，蔚、金克丝、
凯特琳、杰斯、维克托等《英雄
联盟》游戏中的“知名英雄”都
出现在了动画剧集中。

目前三集，《双城之战》呈
现的是“下城”和“上城”双线并
行的结构：在底城，围绕蔚与金
克丝的故事展开，两人本是相
依为命的混混姐妹，但一次，她
们同小伙伴潜入皮尔特沃夫的
杰斯家偷盗，却因金克丝触发
能量石导致爆炸事件，引来执
法官追捕。随后，由于金克丝
失误，最终导致两人养父范德
尔献出生命，姐妹因此分道扬
镳；在皮尔特沃夫，杰斯是主张
使用魔法的发明家，一开始，由
于爆炸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

他的发明遭到贵族势力的反
对，但随着发明逐渐见到成效，
杰斯获得了地位。后续剧情
中，双线将逐渐合成一条故事
线，分属不同阵营的姐妹终将
面对对决时刻。

在《双城之战》的前三集，
双城的发展格局与政治困境徐
徐展开：皮尔特沃夫是符文之
地的学术与科学之都，许多天
资聪颖的人在这里无拘无束地
挥洒才华，而皮尔特沃夫听命
于一个由贵族组成的议会，等
级森严；底城则是工业集团的
天下，由于成长环境残酷，很多
人甚至使用极端方式追求科技
进步。其中，杰斯和维克托牵
引出的科研线，将呈现科技改
变双城格局的视角。此外，双
城对立格局也让家庭支离破
碎、亲人反目成仇。蔚和金克
丝是该剧的主角，也是一对分
属不同阵营的“时代姐妹花”。
她们之间的对抗，将呈现双城
权力博弈的视角。

就目前播出的内容看来，
《双城之战》是蒸汽朋克设定下
的一次“人与社会”关系的极致
呈现。权力与欲望、善与恶、维
持秩序与打破平衡等，在故事
中交织、延展。制片人 Chris-
tian Linke认为，故事探讨的主
题是双子城市的二元对立和兄
弟姐妹的亲情关系：“你们其实
没办法选择彼此，只能接受事
实。从这一点出发，不断深入，
到最后你们必须共存，但你会
划出一条界线，并说‘我不能跟
你越过这条线’。兄弟姐妹有
很多共同点，但往往也是彼此
的对立面。当他们观点不同，
甚至造成巨大的问题，这种情
况下要怎么办。”

在整体制作方面，《双城之
战》亮点颇多。例如，为让作品
视效更具写实感与冲击力，该剧
采用世界顶级的三渲二技术，以
7000多个镜头和数以万计的手
绘原画，描绘不同场景下的微表
情、内心情绪等人物细节。该剧
还邀请专业建筑师参与布景设
计，最终效果融合了法国装饰艺
术、新艺术流派与蒸汽朋克风
格。

在故事内容方面，制片人
Christian Linke 认 为 应 该 将
《双城之战》视为一个独立的作
品：“《英雄联盟》之所以特别，
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容纳不同的
题材和调性。如果我们的故事

把游戏的未来禁锢在一个特定
的方向，无疑是最差的结果。我
们必须把游戏和动画分开看待，
既想最大化玩家的游戏体验，也
想讲一个好故事。所以我们必
须在某些地方自由发挥。”另一
位制片人 Alex Yee 补充道：

“我们会保证每个角色的精髓和
大框架与游戏设定保持一致。”

谈及《双城之地》将会给玩
家带来的新鲜感，Linke 表示：

“在《英雄联盟》里，大家能看到
他们作为战士的一面，但在他们
没有忙着互相打斗的时候，他们
都在干什么呢？蔚和金克丝的
家是什么样的？直到《双城之
战》的第一次动画试做之前，我

们甚至都没见过这些角色开口
说话。”Yee 说：“符文之地的故
事是以‘英雄’为中心建立的，
但他们身边还有一些不是‘英
雄’的人，玩家将在剧中第一次
看到这些人，以及这个世界的技
术、居民、建筑。”

不玩游戏、不了解符文之
地，能看懂《双城之战》吗？制
片人Yee 如此回应：“我们的目
标始终都是让所有人能欣赏这
个故事，无论是否熟悉游戏。最
初几集的故事感觉比较年轻，也
比较欢快。但随着剧情推进，我
们逐渐采用一种更成熟的口吻，
去讲述一个能覆盖更广泛年龄
层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围绕“观
剧+会员特权+游戏福利”的
全面体验，腾讯视频通过游
戏影视联动内容，激活了 IP
长效价值，为探索《英雄联
盟》宇宙护航。目前，腾讯视
频已打通了《英雄联盟》掌盟
APP、官网账号，将同步接入
《双城之战》，并通过加入AI
识别功能，让用户在观剧过
程中能快速识别出场角色、
关键物品、音乐，挖掘衍生内
容，提升观看体验。

结合平台的长、短视频
优势，以及“S11全球总决赛”
等英雄联盟游戏大事件，腾
讯视频也将在《英雄联盟手
游》《金铲铲之战》多端呈现
《双城之战》剧集主题活动及
剧集内容。例如，动画剧集
开播后，Riot X《双城之战》
活动也将同步开启，一个月
内，召唤师与粉丝将随着剧
集章节展开，体验到英雄联
盟宇宙下所有游戏产品的生
态联动计划，包含全新游戏
内功能、主题活动、线下体验
和福利内容等。

目前，《双城之战》已于
11月7日在腾讯视频、掌上英
雄联盟、《双城之战》官方网站
全网独播，首播 3集。此后，
该剧将于每周日上午更新。

由薛晓路执导的年度温暖大片《穿过寒冬拥抱
你》8日发布人物海报，周冬雨、刘昊然官宣出演，
一众演技实力派演员温暖贺岁。影片由黄渤、贾
玲领衔主演，将于12月24日全国上映。

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将镜头聚焦疫情之下
每一位坚强温暖的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以真实小
人物为原型，以相依相伴的情感为主线，传递出积
极乐观的态度和温暖治愈的格调。

今天发布的海报以黑白为主色调，以角色的不
同职业再现疫情之下普通人的情感与愿望，尽显
武汉这座城市的人间百态。众角色笑容温暖，即
使面戴口罩也掩藏不住一张张有故事的脸庞，搭
配契合职业身份的心声台词，画面感染力十足。

黄渤、贾玲分别饰演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他
们在危难关头扛起责任，“人在江湖，义字当先”

“大灾面前谁都会搭把手”。朱一龙饰演的钢琴老
师斯文温柔，用音乐做良药，许下武汉解封后的

“鹦鹉洲大桥之约”。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年
夫妇”徐帆和高亚麟经营的旅行社和超市遭遇危
机，他们能否共渡难关……

作为此次曝光的新阵容，周冬雨饰演的实习护
士“戴口罩也要涂口红”只因“和病人说话都会更
好听”，尽显可爱洒脱；刘昊然饰演的滞留旅客身
在异国依然心系故乡……那年寒冬，他们抱团取
暖，用各自最擅长的方式默默守护着心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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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雨、刘昊然官宣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