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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30日，万达电影第 600
家直营影城在广州海珠万达广场揭幕，

自有高端品牌 PRIME 也于同日发布。

万达电影副总裁兼发展中心总经理曾

光、万达电影首席技术官王琦，以及

RealD、帧彩、杜比、科视的品牌代表与媒

体、影迷共同见证了这一瞩目时刻，并一

起观看粤语版本的热映影片《叶问 4：完
结篇》，充分感受万达 PRIME 影厅带来

的全新震撼体验。

第600家直营店揭幕

万达电影稳健发展

自 2005年成立以来，历经十几载的

发展与积淀，今天的万达电影已经成为

影院经营的领军品牌，无论是市场份额、

观影人数，还是单银幕产出以及平均上

座率，都以绝对实力占据行业的领先地

位。目前，万达电影的经营范围已覆盖

全国 22个省 225个城市；全国影城票房

收入排名前一百位的梯队里，有 30家影

城都来自万达。

从第一家万达影城落户天津，到第

600家直营店开业；从第一位影迷走入万

达影城，到观影人次突破 2.3亿；从电影

放映终端，到电影生活服务平台……在

中国电影发展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万达电

影，不断书写着自己的精彩故事和崭新

篇章。

多年来，万达电影始终秉承“一切以

观众的观影价值和观影体验为核心”的

服务理念，力图将“极致放映品质＋多元

娱乐体验”带给每一位走进万达影城的

消费者，“用态度与温度兼具的创新精

神，为电影消费注入新意和活力，陪伴广

大影迷在光影里感知电影艺术和电影文

化带来的非凡魅力”。

集多元视听科技于一体

PRIME解锁高端影厅新模式

作为中国院线经营的领跑者，万达

电影始终坚持以持续引进和推广优质放

映技术、为观众打造理想的观影场景为

己任。此次万达电影推出的自有高端品

牌 PRIME 更是博采众长，集 RealD 终极

银幕、帧彩高帧率技术、科视激光放映系

统、杜比全景声等多元视听科技于一

体。纤毫毕现、绚丽多彩的画面效果诠

释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影像表现力；细

致饱满、包围感及沉浸感十足的声效让

观众仿佛置身于电影之中；此外，全定制

化的影厅配置更将有效提升观影的舒适

之感。万达电影首席技术官王琦表示：

“以顶级的技术、个性化的服务、多功能

的场景，为影迷营造全新观影享受，是我

们与 AMC 联合开发 PRIME 的目的所

在”。值得一提的是，未来 PRIME 还将

解锁更多创新娱乐场景属性，在影厅实

现多元娱乐体验的大碰撞。

目前，万达影城第 600 家店开业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12月 30日至 1月 1

日，下载万达电影APP抽幸运签、关注广

州万达影城官方微信公众号送爆米花福

利持续放送。更多活动信息可通过万达

电影 APP、广州万达影城官方微博、微

信、抖音及海珠万达影城店内公告获取。

万达电影第600家直营影城落户广州
自有高端品牌PRIME同日发布

本报讯 电影《中国女排》日前发布

“新一代女排”海报，里约奥运冠军队队

员集结。女排队员真人出演的消息让

观众对《中国女排》的期待值达到沸点：

“还有比这更合适的选角吗？”、“一支预

告看得我心跳加速，热泪盈眶。”新发布

的“新一代女排”海报中，里约奥运冠军

队的球员们再临中巴对战赛场，重现激

情瞬间。

“新一代女排”海报中，冠军队员们

身着蓝白球衣，驰骋赛场，将观众的记

忆拉回那经典一战——2016 年里约奥

运会中国女排对战巴西！那一战，扭转

了里约奥运原本不利的赛局。中国队

最终站上了里约奥运最高领奖台，时隔

12年，再夺奥运金牌！

首次“触电”的冠军球员们，一入剧

组就被高还原度震惊。丁霞感慨拍摄

现场非常贴近真实，才让毫无表演经验

的自己有了代入感：“当时真的有比赛

的感觉，我要跟对手红眼，心里有了一

定要拿下这场球的感觉。”

惠若琪透露拍摄中巴之战那场戏

时，球员们都哭了：“想到当时我们多不

容易，想到自己的成长和改变，大家都

哭出来了。那一场戏很多人都敞开了

心扉。我们坐在场地里，导演都不打扰

我们了，就让我们自己聊，每个人的很

多情绪，都在这个点被激发出来了。”颜

妮自白，当初真正比赛时都没有哭，反

而是拍戏时哭了：“演的时候，就像又经

历了一遍。对战巴西那场球对我们来

说真的特别特别艰难，我们没有任何的

优势，只能靠自己拼命。”值得一提的

是，魏秋月由现役国家队队员姚迪出

演，她不曾亲历里约奥运会，却有别样

感触。姚迪感慨：“如果这一切都是真

的就好了。”一句话道出每个运动员对

梦想的执着和憧憬。

女排队员们真人出演这部电影，也

是对传承“女排精神”的另一种期冀。

朱婷表示拍戏时所有人都想尽力做到

最好：“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电影银幕了

解中国女排这支队伍。”面对时代发展，

女排精神与时俱进，但数十年如一日

的，是为国争光的信念。无论是“五连

冠老女排”、“黄金一代”还是如今新一

代女排，一直传承着“打不垮、拖不烂、

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2020年大年初一，电影《中国女排》

回溯女排风雨兼程 35年，不忘功勋，为

奥运健儿助威！

（木夕）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26 日的寻乌

县傍晚天气温和，距离县城半个多小时

路程外的菖蒲乡黄砂村文化广场上，一

块 7米银幕和“我的中国梦——电影三

下乡”寻乌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启动仪式

的背景板摆放在舞台中间。广场上村

里老年人合唱队围在一起唱山歌，旁边

村小学校的小学生坐在观影板凳上认

真地听着爷爷奶奶们演唱。太阳落山，

村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灯光和广场

四周的路灯一起亮起，200 多名村民和

学生聚集在广场上，电影“三下乡”寻乌

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据悉，近日中宣部发出《关于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

通知》，要求电影各单位在2020年元旦、

春节期间要认真组织“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为此，中影

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公司积极响应中

宣部的活动通知，迅速代表中国电影集

团公司与寻乌县委、县政府携手合作，

在新年来临之际，深入到寻乌县的深山

区，把电影送到了乡村百姓们的院门

里，并在革命老区菖蒲乡黄砂村共同主

办了“我们的中国梦——电影三下乡”

寻乌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启动仪式。

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总经理李建军，寻乌县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张海，江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代

表，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董事长龙学雷，江西星河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胜才等参加活动。

张海在致辞中表示，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工程是党和国家实施文化惠民系

列工程之一，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寻乌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的建设，目前电

影放映工作已实现了全县 15个乡（镇）

173 个行政村全覆盖，在宣传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

质量和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农民群众喜

爱。特别是自中宣部对口支援寻乌以

来，在中宣部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关

心支持下，寻乌县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工作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助推脱贫攻

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活动仪式上，李建军代表中国电影

集团公司向寻乌县农村赠送科教片和

经典故事片 500场。他在致辞中表示，

2019 年中影集团调研组先后两次来到

寻乌县开展了农村公益电影调研、举办

了“守初心担使命，革命老区相伴行

——公益电影放映物资捐赠活动”，这

次来已是第三次。这充分说明了中影

与寻乌县委、县政府已经建立起了紧密

的共建合作关系。前不久，中国电影集

团公司与寻乌县委又达成通过了共建

“寻乌中影红色教育影厅”的重大项

目。由此，双方再一次深化了合作内

容，展开了新的合作序幕。

李建军说，双方无论是共建红色教

育影厅，还是联手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都是为了自觉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为了传承寻乌县革命老区的红

色基因，进一步发挥好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的桥梁纽带作用，满足人民群众

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同

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电影三下乡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一起把“送理论下

乡、送文明下乡、送服务下乡”落实到寻

乌县的各个乡村、学校和广场，给寻乌

县广大农民群众和学生在新年来临之

际增添一些祥和喜庆的文化气氛。

具体负责落实放映的寻乌广电新

闻中心县主任陈洪林表示，他们会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把中影赠送的 500场电

影放映场次在 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全

部放映到县里的各个乡村，进一步做好

新一年度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活动启动式后，200 余名黄沙村的

男女老少村民围坐一起观看了国产优

秀影片《红海行动》，享受着最新流动数

字电影放映设备和7米金属银幕带给他

们的电影魅力。 （支乡）

本报讯 电影《唐人街探案 3》近日

发布了拜年送福曲《恭喜发财 2020》
MV，刘德华、王宝强、刘昊然三人惊喜

同框演唱，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由

刘德华创作并演唱的《恭喜发财》，每

逢春节必定火爆大街小巷，而这首全

新改编的《恭喜发财 2020》，不仅是刘

德华时隔 15 年后的再度演绎，也是刘

德华与王宝强继《天下无贼》后，时隔

15年的再度合作，情怀满满令人触动。

《恭喜发财 2020》是经典歌曲时隔

15年后的全新演绎，恰巧的是，这也是

刘德华与王宝强时隔15年后的再度合

作。15 年前，一部《天下无贼》让王宝

强开始走进大家的视野，王宝强也不

止一次提到过，刘德华曾在《天下无

贼》时不遗余力地教自己演戏，自己最

感谢的人，就是刘德华。此次二人再

度合作，为电影《唐人街探案3》演唱歌

曲，既是惊喜，也是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合作中，刘德

华再次成为王宝强的老师，只不过变

成了舞蹈教学。MV中，“送福三人组”

的手势舞尤其喜感，相互配合的手臂

动作也非常考验默契。据悉，三人为

这支手势舞可谓下足了功夫，不仅提

前彩排了很多遍，刘德华还在拍摄现

场化身舞蹈老师，为王宝强和刘昊然

传授经验，场面十分有爱。

电影《唐人街探案 3》由万达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将于2020大年初一上映。

（木夕）

《中国女排》发布“新一代女排”海报
重头戏“中巴对战”让队员集体泪目

2020年“我的中国梦——电影三下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首站在江西寻乌县启动 刘德华献唱《唐人街探案3》拜年送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