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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电影节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
头包钢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101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2150203
机构住所：包头市昆都仑区9号街坊

瀚星华府6号楼6S-108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李华
邮政编码：014010
联系电话：0472-253210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06日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

尔市杭锦后旗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103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75150826
机构住所：巴彦淖尔市陕坝镇园子渠

街国税局西墙2号门店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5月10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支公司（更
名迁址）

原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鄂尔多斯中心支公司乌审旗支公司
原机构住所：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

图镇五区锡尼路南凯园小区对面刘怀军
房屋

更名后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鄂尔多斯伊金霍
洛旗支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7日
许可证编号：0231048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27150626
迁址后机构住所：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金宸富贵苑小区13-3-12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5月14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通辽市扎鲁特旗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1012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9150526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

特旗鲁北镇十一居委11-4（103、104）号房
屋1-2层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刘云辉
邮政编码：028000
联系电话：13190890888
业务范围：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30日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

拉善左旗支公司（地址变更）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

左旗巴彦浩特镇土尔扈特南路远通大厦
一、二楼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01529218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10日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

心支公司克什克腾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1047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86150426
机构住所：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经棚镇滨河路与云山街交汇处景泰苑
16#-16-2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熊鑫凯
邮政编码：025350
联系电话：0476-522517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经总公司授权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14日
内蒙古保险许可证公告刊登热线：
18047140678 13847158630

内蒙古保险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首
部合拍电影《音乐家》17日
在哈首都努尔苏丹举行在
哈首映典礼。包括哈文化
体育部长穆哈梅季乌勒、
中国驻哈大使张霄在内的
逾2000人参加典礼并观
影。

影片讲述中国音乐家
冼星海于二战期间辗转来
到阿拉木图，在残酷环境
下得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
救助的故事。许多哈萨克
斯坦观众在观影后流下感
动的泪水，起立为影片和
演员精湛的表演鼓掌致
意。

张霄在首映典礼致辞

中说，音乐家之间的友谊
至今为两国人民所铭记。

“我们应将这份深厚的友
谊代代相传，继续开创中
哈民心相通的新未来。”

穆哈梅季乌勒在致辞
中表示，《音乐家》是首部
由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合拍
的电影，是两国友谊的象
征，为哈中文化交流作出
重要贡献。

气势磅礴的《黄河大
合唱》代代流传，传唱至
今，但这首曲子的作者，著
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却
并不为人所熟知。根据冼
星海人生最后5年流落在
哈萨克斯坦真实经历摄制

的电影《音乐家》，为大家
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一
腔思国的情怀。

《音乐家》讲述了冼星
海接受组织任务前去俄罗
斯做《延安与八路军》的后
期，结果遭遇战争不得不
辗转流落哈萨克斯坦阿拉
木图，在阿拉木图受到音
乐家拜卡达莫夫帮助并与
其一家建立了深厚的跨国
友谊。流落期间，冼星海坚
持创作并一直心系祖国，
但因特殊历史时期，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能回
到祖国。

胡军一改往日硬汉形
象，出演冼星海，对此胡军

本人也感到意外，“找到我
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让
我这么一个大汉（出演冼
星海）”，为了更贴合角色，
胡军瘦身十七八斤。此外，
小时候学习乐理知识的经
历也帮助胡军更好地演绎
了冼星海。“小时候学过一
点音乐知识，也对冼星海
先生的作品不是很陌生，
小时候甚至唱过他的歌演
出。”片中有大量的小提琴
演奏和音乐创作段落，也
都是由胡军真实出演。

但最终让胡军决定接
下这部电影的原因还是冼
星海的故事，“后五年颠沛
流离的命运让我很感动”

“他有自己的情怀跟胸怀，
虽然流落在阿拉木图但他
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创
作，而且用自己的创作一
直支撑着自己的生命到最
后一步。”胡军坦言在表演
时并没有去设计“冼星海”
而是演出他“真实的一
面”。

除了音乐“亲自上阵”
外，与哈方演员搭戏也全
部说俄语，这也成为胡军
最大的困难，“我对俄语是
零知识”“全都是用拼音或
者汉字硬生生背下来”。

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寄
住在拜卡达莫夫姐姐达娜
什家中，家中有个女儿卡

利娅，冼星海将对亲生女
儿冼妮娜的思念投注到卡
利娅身上。对于剧中的“女
儿”胡军赞不绝口，“她非
常可爱，那种真诚度感动
了很多人。”对片中妻子袁
泉，胡军坦言“合作起来没
什么难度，袁泉是个很好
的演员，很有经验。”

电影拍摄辗转中国、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3个
国家，前后历时5年，对于
冼星海角色的塑造，胡军
直言“满意”，“在这样的剧
本这样的题材之下，电影
现在有这样好的反馈，我
已经很满意了。”

（据新华社报道）

第72届戛纳电影节5
月14日~25日在法国城市
戛纳举行，其间举办的中
国电影展映及影视项目推
介等活动吸引了多国电影
行业专业人士参与。他们
认为，与中国合作拍摄电
影前景广阔，也希望能深
度开拓影视行业内的多领
域合作。

“我们在亚洲有很多
合作伙伴，特别是在中
国。”新西兰电影委员会国
际关系部总监克里斯·佩
恩说，“在过去几年里，新
西兰参与了《战狼2》《流浪
地球》等几部在中国口碑
极佳的影片的制作，这无
疑坚定了我们今后与中国
深入开展合作的信心。”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
业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
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600亿元人民币大关，已成

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电影创作活力强劲，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电
影人才。在这一过程中，中
外电影专业人士间的协作
与融合成为重要的推动力
量。

“正像越来越多的中
国电影希望走上世界银幕
一样，我们也在寻找合适
的中方联合制作人。”荷兰
电影委员会代表巴斯·范
德·雷说，“我们参加过上
海和北京的国际电影节，
并努力了解中国电影工业
的运行方式，荷兰与中国
之间可以找到很多影视创
作相通的地方，现在我们
已经开始尝试在儿童电影
和动画片领域与中国合
作。”

英国电影学会分销与
商业战略部主管凯蒂·埃
琳则认为互相了解是促

进合作的基础。她说，英
国有不少电影从业者对
中国和中国电影有很大
兴趣，“在过去6年里，我
们组织英国许多电影人
去中国交流，最初是通过
这一方式了解彼此都在
想什么。当然，最终目的
是希望能帮助两国电影
人在对方国家找到最合
适的合作伙伴”。

法国电影制片人罗
南·吉尔说：“寻求不同语
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
国电影合作是一条很长的
路，但合作一定是未来电
影行业发展的方向。”

戛纳电影节是全球重
要的电影展映与交流平
台。今年注册参加戛纳电
影节电影市场的专业人士
数量约为1.3万人，该电影
节已成为世界电影业界人
士最重要的聚会。

《共同命运》
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路”主题影片《共同命
运》16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国
内首场推介会。该片历时两年制
作，跨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
行程约30万公里，拍摄了中国、西班
牙、智利、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
等地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其中有
渴望学画的肯尼亚12岁乡村少女格
瑞丝；探寻造纸之源的西班牙68岁
手工造纸传承人桑托斯；重拾自我
价值的约旦23岁女大学生哈依达；
坚持篮球梦的中国新疆13岁维吾尔
族学生玉素普江；万里丝路送树苗
的中国51岁货车司机吴英华等，通
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生动地
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据了解，影片主创团队由来自
中国、美国、英国的资深电影、纪录
片创作者组成，摄制团队总计300余
人，该片将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面向全球发
布，并在海内外电影院线、国际主流
媒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媒体平台推出。 （据新华社报道）

清新
日前，马天宇的一组写真曝光。白色T恤搭

配淡蓝色条纹外套，显得清爽干净。捧书沐浴

在阳光下的他，神情格外轻松惬意。在光影的

变换中，他周身都散发着温柔迷人的气息，十

分清新文艺。 （据新华社报道）

《音乐家》：胡军真实演绎冼星海

入围第72届法国戛纳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
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18
日在戛纳电影宫举行首
映。

《南方车站的聚会》讲
述了一名小偷在绝望的逃
亡路上自我救赎的故事。
影片导演刁亦男说：“我们
试图用影片中真实的场景
与情感来打动观众。”他同
时表示，中国故事的国际
化表达仍然是中国电影人
不断努力的方向。

《南方车站的聚会》是

本届戛纳电影节唯一一部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
片，将和其他20部电影一
起竞逐电影节最高奖金棕

榈奖。第72届法国戛纳电
影节本月14日开幕，将于
25日闭幕时揭晓金棕榈奖
归属。 （新华社报道）

多国电影人期待与中国同行深度合作

《南方车站的聚会》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