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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宋文执导，谢飞监制，

李现领衔主演，顾璇、董博睿、林晓

凡、刘韦伯、李宗雷、张绮烟联袂主

演的青春爱情电影《抵达之谜》近日

发布终极预告及海报，宣布定档7月

31 日全国上映，成为影院复工后首

批国产新片之一。

海报中以李现为首的四兄弟青

春肆意，年轻的面庞下透出年少的

张扬与倔强。而预告片却撕开了青

春美好的表象，随着失踪女孩线索

的再次出现，兄弟反目，为爱追寻，

成长挣扎，每个人曾有过的青春与

爱情都在时间尽头遗憾落幕。

历经近180天的等待，电影院终

于复工，《抵达之谜》选择在影院复

工后首批上映，希望用一部充满青

春活力的国产新片让电影再次起

航，抚慰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

给予中国观众爱与力量。导演宋文

表示：“电影《抵达之谜》来迟了，但

希望您的热情仍然在，伴随中国电

影继续向前。”监制谢飞真情流露：

“观众的热爱是电影的未来，而电影

《抵达之谜》选择复工后首批上映，

也展现了助燃电影复兴的决心。”正

是这双向的支撑，才让曾经熄灭的

光，再次点亮。

电影《抵达之谜》讲述了 90 年

代，小城青年赵小龙因心爱女孩冬

冬的突然失踪，而十几年坚守追寻，

在爱情与友情间挣扎博弈的故事。

该片由并驰（上海）影业、和和

（上海）影业、黑蚂蚁（上海）影业、北

京盛煌国际、盛天瑞影、中铭盛世

（深圳）影业、白马（上海）影视、北京

大美寰宇影业、嘉影上行（北京）联

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7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

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

知》。在遥遥相望了近 180天之后，

光影之旅终于即将重新启程。

万达电影将在严格遵守各项国

家防疫安全规定的基础之上，组织

低风险地区的万达影城于7月20日

有序恢复营业，确保影城防疫工作

常态化，全力营造安全的观影环境。

本报讯 7 月 20 日，根据国家电

影局通知要求，上影开启首批影院，

并逐步恢复日常运营。结合疫情防

控实际工作，上影始终高标准、严要

求，各影院成立安全生产小组、组织

员工防疫培训、对影院内设施全面

消毒、防疫工作责任到人。在此基

础上，上影影城排片与售票设定、防

疫宣传、设备维护保养等相关准备

工作也有序进行，迎接复产复工。

推动旗下影城复产复工的同

时，上影将防疫放在首位。认真学

习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

定。同时根据旗下影城具体情况，

制定《上影影城复工复产防疫方

案》、《上影影城应急处置预案汇

编》，进一步确保防疫工作落实到

位。各影院须将填报《影院防疫情

况备案表》等材料，送至分属主管部

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开业。

上影对旗下影城做出了统一要

求：电影放映场所须减少放映场次，

并将日排片减至正常时期的一半，

控制观影时间，延长各场次间的休

息时间。公共区域每 2小时消毒一

次，每场散场后全场消毒，工作人员

进行岗前培训通过后测温上岗，且

每家影院必须保证消毒物资充足。

据统计，7 月 20 日上影首批复

工开业影院共 33家，其中上海地区

21家。

在公众号和各大平台上发布的复

工消息下，期待已久的观众们也表达出

了他们对电影院重新开放的支持。有

影迷表示：“等了一百七十多天，终于等

到了，会第一时间支持票房。”

首批影院复工后，上影将大力

回馈影院会员，除参与上海团市委

“青春上海-魔都文艺通票”活动外，

还将与影院所在商场联合促销活

动，推进“影院+”项目尽快落地。首

批复工复产影院还将向白衣天使们

致敬。上影影城表示，将于 2020年

全年为援鄂医护人员提供免费或优

惠观影服务。

本报讯 电影《新愚公移山》近日

发布先导海报，宣布作为影院复工

首批新片登陆大银幕。

《新愚公移山》由迪士尼（中国）

原创意总监 Marc Handler 担纲总编

剧，在《列子·汤问》原著基础上，借

助故事的精神内核，开发出原创情

节，讲述了愚公不惧艰难、砥砺前行

的英雄气概，父子连心的深情、人与

精灵斗法的嬉闹，以及少年成长的

热血燃情。

此次发布的影片先导海报用鲜

明灵动的色彩和精致细腻的笔触勾

勒出愚公、清风与两大山神的对

峙。父子二人毅然向着绵延山脉前

行，直面眼前的艰难险阻。海报两

侧飘逸隽秀的文字“清风拂尘埃，微

光照天地”既融入了清风和微光两

个角色，又描绘出愚公对村庄的美

好愿景。

从先导海报及系列概念图中，不

难发现《新愚公移山》的独特美术风

格。电影借鉴宋画集大成之作《千里

江山图》的风格与意境，勾画精细、人

物灵动、色彩绚丽。电影的音乐同样

独具匠心，大量采用豫剧风格，构建

起别出心裁的民族化视听语言。

《新愚公移山》由 SMG 炫动传

播、上海电影学院、南京傲世之环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制作，并获

得国家电影局、国家广电总局和上

海市文化基金会的创作扶持，中国

电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发行。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姚婷婷执导，江志强监

制，李鸿其、李一桐主演的奇幻爱情电

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定档七夕“情

人节”，并相继曝光再定档海报及影片

片尾曲MV。片尾曲《在你不知道的时

间里爱你很久》由“音乐才女”徐佳莹

柔情献唱，在清澈绵长的歌声中，李鸿

其饰演的林格与李一桐饰演的邱倩相

爱一生、互相守护、不惧付出的真挚感

情展现出爱情最好的模样。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在原档期

双票务平台想看指数均位居第一，是

同档期内最受关注的影片，且此前影

片举办的跨年夜点映活动里，观众观

影热情高涨，收获了大量好评。该片

在影院复业后第一批宣布定档，也凸

显了片方对影片品质的强烈信心。

导演姚婷婷凭借女性导演独有的敏

锐直觉、细腻情感，打造出了诸多爱

情片口碑佳作。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根据

郑执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由阿里巴巴

影业集团、宸铭影业（上海）有限公

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万诱引力甲

有限公司出品，是阿里影业“锦橙合

制”计划又一力作。

（木夕）

本报讯 由光线彩条屋影业、咕咚

动漫工作室联合出品的国产成人向动

画《妙先生》宣布定档 7月 31日，成为

复映后首批院线电影。同时，片方发

布的定档海报，传达出“愿所有善良不

被辜负”的信念，体现影片宜“后疫情

时代”观看的特质。电影《妙先生》改

编自不思凡同名高分短片，历时四年

打造，建议13岁以上观看。

此次发布的定档海报颇具希望

感：海报取景万物有灵的“雁落大道”，

以初春寓新生，象征主角丁果和殷凤

历经劫难后，重新出发。可以说，《妙

先生》是一部极为适合“后疫情时代”

观看的电影。一方面，海报上“愿所有

善良不被辜负”的文案，展露出影片的

反思精神及“警钟”意义：片中少数人

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拯救了全村人。

而世人却坐享善者的牺牲，继续逐利，

致使“恶果循环”。结合现实，“好人在

付出、坏人在享福、旁观者在沉默”的

故事在生活中仍不断上演。影片正痛

斥了这种现象，并警醒世人，要铭记善

良、敢于为善良发声，不让苦难重演。

另一方面，走出“至暗时刻”后，人们要

用怎样的方式前行：男主角丁果在几

番目睹善良之人牺牲后，实现了从“理

性旁观”到“主动牺牲”的转变。这种

“追随善良”的勇气，正是逆行者们的

写照。影片着墨于这些少数人，引领

观众一起思考“当善良需要付出代价，

你还会依然选择善良吗”。

电影《妙先生》由光线彩条屋影

业、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咕咚动漫

工作室联合出品。

（木夕）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下发的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中指出，要坚持属地管理，有序复

工复产；坚持常态防控，健全应急机

制；落实防控主体责任，做到精细化

防控。

首都电影院经理于超表示，连日

来，影院已从防疫物资、设备、人员等

层面为复工做准备。包括的口罩、一

次性手套、消毒液等等这些物资的储

备，这是电影院一直都在做的。从放

映设备上来说，每周都会至少有两次

对放映设备进行通电，对于画面和声

音的效果进行测试，保证所有的机器

设备都处在正常的状态。

为了更好地配合影院有序复工，

猫眼上线了“安全距离售票”功能，支

持隔排隔座、实名认证售票。郑志昊

表示，猫眼平台还推出了“安心”标

签，为全面消毒、全员检测、佩戴口罩

等符合防护措施的影院显示“安心影

院”等标识。

同时，从面向淘票票用户提供超

低价兑换券，到面向影院管理者开发

“一键隔座售票”设置功能，再到积极

准备新片上映，阿里影业调动全线资

源，力图为用户的安全观影提供保

障，帮助全国影院行业在停摆近 180
天后，做好全面的复工准备。在影院

即将有序复工之际，淘票票联手千余

家影院、制式公司、行业片方，以及支

付宝平台，以 1 折起的超低价售卖上

百万张电影兑换券，为用户带来购票

观影优惠权益。

与淘票票“放心观影”相对应的，

影院端的管理也得到了同步更新。阿

里影业旗下的影院系统凤凰云智，正

式在其管理系统中推出“一键隔座售

票”的设置功能。在系统操作页面上，

影院管理者只需通过一键设置，即可

快捷地将售票系统改为隔座模式，免

去了逐个座位调整的流程，确保影院

在常态化防控时期提升售票管理效

率，并保障观影用户的健康安全。

于超认为，隔座售票很有必要，

能够帮助观众消除一部分非必要的

接触。首都电影院还在推行“无接

触”检票，观众不需要和服务员做任

何的接触，而是通过扫描电影票上的

二维码进行自助检票，进场观影。

于超表示，即使复工，也首先要

确保安全，每部影片放映结束后，影

厅都要消毒、通风，这样会延长场间

休息，排片量会有所下降，而“隔排、

隔座售票”，也会降低上座率。“不过

关停 100 多天了，总得有一个过渡

期，不可能短时间内完全恢复到疫情

前的状态。”

自除夕停摆至今，保利影业旗下

直营影城在防疫战斗中没有松懈，一

方面服从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

统筹安排，积极主动做好防疫防护工

作；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积极态度

和充分信心，加强培训学习，维护设

备物资，积极生产自救，时刻准备复

工复产。李卫强表示，“当幸福来敲

门”时，保利影业上下全员也因此能

够信心十足，用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复

工准备中。

据介绍，保利影城复工相关的各

项细节工作已经初步安排到位：影片

拷贝基本妥当，3D 眼镜和消毒纸巾

等各项消毒物资逐渐落实，环境消毒

消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和死角，影

城复业的各项促销、宣传方案制定完

毕，影院职工们严格按照《指南》进行

作业演练，还分班扮演观众，一遍一

遍演练着从购票、无接触取票到进

场、观影、散场的每一个环节……我

们相信，通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

每一家保利影城都能为顾客提供安

全舒适的观影环境。

从观众层面看，市场已经呈现出

向好趋势。以全国首家开售电影票

的成都和平电影院（草市街店）为例，

该影院 7 月 20 日首场 165 张票，放票

仅几个小时，即全部售罄，可见观众

热情之高。

刘嘉表示，现在国内许多低风险

城市的百姓已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如

票仓城市成都，其餐饮业的人气几乎

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有的餐馆都

要排队等位了。电影业复苏虽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但在群众有防范意识

的低风险地区，只要有片源，就无需

担心观众进不进影院的问题。

“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我

们前进的步伐。”谈到对未来电影

行业发展的判断，陈敦亮充满了信

心。他表示，疫情“严冬”虽然漫

长，但中国电影稳中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制度自信是中国电影人

浴火重生的底气。

“我们将牢记习总书记教导，直

面疫情大考，‘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加快推动电影产

业格局重塑，为实现电影强国的梦

想、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断努力。我相信，历经了风

雨考验，中国电影的明天必将更加

美好。”陈敦亮说。

柏平认为，观影不是基本生活

需求，当疫情来临时，对于很多人

来说，电影可看可不看，即使要看，

也可以在家看。经历了近半年的歇

业，电影行业内的人感触很深，但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可能感触并不

是那么深，这在无形中削弱了观众

的观影习惯。柏平表示，《通知》的

发布，让观众可以重新进入影院，

感受大银幕带来的魅力，将及时止

住下跌的观影习惯。而选择在暑期

档出台，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毕竟年轻人是观影的主群体，而到

影院看电影是假期中一个非常不错

的选择。

郑 志 昊 谈 到 ，在 过 去 影 院 停

业的时间里，猫眼娱乐一直积极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觉承担企

业 社 会 责 任 ，投 身 抗 疫 斗 争 ，努

力开展自救和帮扶纾困。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聚

焦 内 容 生 产 ，确 保 作 品 质 量 ；苦

练 内 功 ，打 磨 产 品 与 服 务 ；基 于

互 联 网 技 术 、数 据 ，以 及 行 业 能

力方面的优势，持续向电影行业

释放服务和价值。所以，在各级

党委政府和电影主管部门的领导

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

克 服 疫 情 影 响 ，与 全 行 业 一 起 ，

迎接电影行业的复苏与发展。

李卫强表示，无论经历多大考

验，从 2002 年创立至今的保利影业

都会初心不改，也将对中国电影产

业和自身的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坚

定信心。在疫情期间，保利影业对

经营战略和未来发展进行战略研

究 ，制 定 了 双 擎 两 翼 的“ 四 商 战

略”：以“精品影城运营商”和“特色

内容出品商”为双擎，为企业发展

提供不竭动力，以“科技娱乐融合

商”和“电影文化传播商”为两翼，

助力企业持续前进。

刘嘉呼吁，可以对制片方和发

行方给予一定的支持，从而加块市

场供片步伐。“我相信，中国市场只

要片源跟上，将比海外市场恢复得

更快。”刘嘉说。

饶曙光同时呼吁，在“喜大普

奔”之后也需要更冷静理性地思考

一下行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新问

题、新挑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热

切期待一个“报复性观影”的出现；

但报复性观影能不能出现？如何才

能出现？整个电影行业还需要做好

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饶曙光认为，整个电影行业包

括全社会都有浓厚的观望态度、观

望情绪：观众在观望，电影院在观

望 ，制 片 方 在 观 望 ，大 家 都 在 观

望。当务之急、关键环节、重中之

重就是电影行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乃至全社会如何有效有序有力推动

头部影片尽快入市，激发观众的观

影热情和热潮。

饶曙光表示，无论如何，中国

电影必须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将

电影产业、行业抗疫过程中积累

凝结下来的经验转化为智慧、方

案和力量贡献给全世界，以实现

推动全球影业复苏和中国电影国

际传播的双重抵达，这也正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电影强国建

设的题中之义。

◎防疫、设备、人员、服务，影院“一切准备就绪”

◎中国电影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定档“七夕”

国产动画《妙先生》定档7月31日

上影旗下影城逐步恢复日常运营

低风险地区万达影城有序恢复营业

爱情电影《抵达之谜》定档7月31日

国产动画《新愚公移山》即将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