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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1年1月28日 星期四 广告

在宁波成立文艺大师工作
室后，导演曹盾一天都没闲着，
这几日正在象山忙着拍摄《和
平方舟》。这是一部军旅题材
的电视剧，也是曹盾在甬拍摄
的第五部作品。演员陈坤在剧
中饰演一名中国海军军医。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陈敏健） 福送千门，春暖万家。记
者从宁波市文化馆获悉，“一人一
艺”迎春送福活动将于今天下午2
点启动，本次活动包括集福、送福、
晒福三个阶段，分线上、线下两个渠
道举行，活动将持续至2月26日。

“吾心安处是故乡”“留在宁波
都挺好”“有一种过年仪式感叫写

‘福’字”。宁波市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表示，春节前夕写福字送祝福，不
仅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节日气氛，也
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
书香之城宁波，这项活动已经延续
了很多年。”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每
年春节前，甬上一批书法名家都会
举办各种各样的送春联、送福字等
公益活动。今年的活动线上渠道通
过“一人一艺”抖音直播间送福字，
线下活动则在宁波市文化馆、芝士
公园、甬之美艺术中心、奥丽薇亚舞
蹈培训有限公司同步举行。分为

“集福”“送福”“晒福”三个阶段，集
福时间为1月28日-1月31日，主
办单位向全市书法名家、“一人一
艺”联盟机构书法教师、书法爱好者
征集“福”字，目标拟征集千份。

今天下午2点在群星展厅举行
的写春联、集福字现场直播是此次
系列活动的序幕，“一人一艺宁波市
全民艺术普及工程”抖音直播间将
送出20个福字。2月1日-5日期
间，收集到的“福”字将通过线上方
式送给市民，尤其是留甬过年的新
宁波人。千幅“福”字将在一人一艺
云平台上发放，线上报名获得领取
资格后，可去线下宁波市文化馆、芝
士公园等4个地点领取。晒福阶
段，鼓励大家将收到的福字与家人
合影晒幸福，讲述自己在宁波的幸
福故事，活动将持续至牛年正月初
十（2月21日）。

选择陈坤出演男一号张渡航，曹盾认为非常
合适。从2000年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到《金粉
世家》，再到近几年的《画皮》《寻龙诀》等作品，陈
坤留下了众多经典影视人物形象。近几年，陈坤
逐渐回归荧屏，和倪妮联手出演的古装剧《天盛
长歌》就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柔起来是偶像小
生、刚起来是屏幕硬汉的陈坤和“张渡航”的气质
非常契合。因此，虽然作品还在拍摄中，已有不
少观众预测，有曹盾和陈坤这两块“金字招牌”压
阵，《和平方舟》很可能成为今年的收视黑马。

陈坤和宁波缘分不浅。2009年，他在甬主演
了宁波制造电影《肩上蝶》，和女主演桂纶镁、江一
燕“谈情”。他也曾携新书《鬼水瓶录》在宁波举行

签售会。2014年，陈坤在象山影视城拍摄《钟馗伏
魔之雪妖魔灵》，因为当时胡歌也在此拍摄《琅琊
榜》，两位好友最爱做的事就是下戏后相约去象山
的村庄采风。有意思的是，当时陈坤演钟馗，妆容

“一脸黑”，而胡歌饰演的梅长苏肤色白皙，外加一
袭白衣，一黑一白的两人经常互相打趣搞笑。

据了解，由陈坤主演、工夫影业（宁波）有限
公司出品的电影《侍神令》已经敲定春节档，陈坤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侍神令》讲述了穿行于
人妖两界的阴阳师晴明，与一众侍神缔结契约，
共同守护平京城的故事，“希望宁波观众多多关
注这部电影，随我一起进入绮丽玄妙的东方志怪
世界一探究竟。” 记者 吴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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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艺”新春送福利

书法名家和爱好者
千幅“福”字大派送

导演曹盾主演陈坤两块“金字招牌”压阵

军旅题材剧《和平方舟》象山热拍

一个镜头拍几天，曹盾精益求精

《和平方舟》讲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紧急
任务来临，原本在护航编队的军医张渡航（陈坤
饰）火速调往海军医疗船“和平方舟”，开启了一
段热血故事。

张渡航在执行任务时遇到女军医路子昂。
两人医学理念不同，张渡航不喜欢过分冷静理智
的路子昂，而路子昂也看不惯“野路子”出身的张
渡航。后来，在共同经历的商船遇险、跨国救灾
以及抗击病毒等一系列过程中，他们出生入死，
互相扶持，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近，与“和平方舟”
一同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海军的英雄赞歌。

军旅题材是近年影视剧中的热门，像黄景
瑜、李沁主演的《亲爱的戎装》，马思纯、白敬亭主

演的《你是我的城市营垒》，都处在待播阶段。而
对于《和平方舟》，不少观众寄予了厚望，原因之
一正是因为其强大的主创阵容。

曹盾此前就有《海上牧云记》《小儿难养》等
佳作，2019年更是凭借《长安十二时辰》在圈内大
火。他的作品素以画面唯美、服化道精致而被业
内津津乐道，擅长拍摄人物的曹盾被认为更能多
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形象。以摄影师身份进入影
视圈的他，随着经验积累逐渐转型当了导演，因此
他对每一部戏的画质和摄影要求极为严格，虽然
在其导演生涯中军旅题材涉及不多，不过也因此，
曹盾对《和平方舟》尤为重视，此次在象山拍戏，有
时为了拍摄好一个镜头，就要反复打磨好几天。

签售、拍电影，陈坤和宁波有缘

曹盾和陈坤的组合被寄予厚望。

大乐透第210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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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选5第21027期：01 06 07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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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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