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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6 日，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上海总站承办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中国影视之夜”在总台上海国际传

媒港举办。该活动以“加油2020”为主

题，以推介展示 2020年度新片新剧优

秀作品为主线，为观众打造了一场星

光熠熠、佳作荟萃、线上线下融合的中

国影视聚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

长阎晓明和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周慧琳分别致辞。

“中国影视之夜”采用“佳作推荐

人+优秀影视作品”的形式推介新片，

共有四部电影作品、三部电视剧作品

和两部动画作品在现场得到推介。

青年演员王俊凯作为首位佳作

推荐人为观众带来电视剧新作——

《在一起》，演员奚美娟、张萌、张云龙

作为剧组代表来到现场。据介绍，

《在一起》中的人物和故事源于抗疫

中的真实事件，该剧精选了 10个疫情

期间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感人故

事。而这个环节的特别嘉宾——上

海驰援武汉的首支医疗队队员雷撼、

高彩萍、黄国鑫和李昕，为观众讲述

了他们的抗疫故事。

演员俞灏明与配音演员阿杰担

纲佳作推荐人，用现场配音的特殊方

式，与主创李筱婷、藤新、宝木中阳一

起为观众共同介绍国漫作品《一人之

下》。此外，薇娅作为佳作推荐人出

席“中国影视之夜”，她以“影视迷”的

身份推荐了由成龙主演的电影《急先

锋》。导演文牧野和陆川分别为大家

推荐了现实题材、情感类电影《乌海》

和《荞麦疯长》。

《急先锋》导演唐季礼现场透露，

该片是“从业以来拍摄难度最大、取

景国家最多、动作场面最燃，但是耗

时最短”的电影，短短“四最”蕴含巨

大信息量。他表示，中国电影工业的

成熟发展，让影片筹备的又快又好。

且从之前所发物料可以看出，电影

《急先锋》动用航母跑车等大规模道

具进行拍摄，辗转伦敦、中东、非洲等

多地取景，瀑布飞车、近身搏斗动作

场面高燃惊艳，演员更是亲自上阵，

成龙入行 60年依然坚持在一线，为观

众呈现出大制作、大场面，酣畅淋漓

的中国动作大片。

谈及合作多年的老搭档成龙时，

唐季礼 导 演 表 示 自 己“ 非 常 心 疼

他”。而现场播放的一支花絮揭开

成龙落水时的惊险场面。拍摄过程

中，成龙与母其弥雅共骑摩托艇，不

料转弯时撞上了水流中的巨大石

块，瞬间翻船，画面中一度看不到二

人的身影，唐季礼当场“吓哭”，红了

眼眶。被救上岸后的成龙还不断安

慰工作人员和导演，展现出影视从业

者的“拼”。 （影子）

本报讯 近日，2020年第 33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发布

“万有引力”海报，标志着新一轮的新作

电影项目征集正式开启。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是金鸡奖艺术

责任与使命的延伸，是中国电影家协会

加强培育优秀作品的手段创新。金鸡

创投定位于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

内广泛征集华语新作电影项目，并通过

公平权威的评审流程和全方位的孵化

方案，为电影新人新作搭建起一座通往

梦想世界的广阔舞台。

2019 年首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落

户厦门，报名范围广，响应者众多。金

鸡创投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富有

创意和诚意的潜力之作。电影界各方

热烈响应和支持，3位著名导演和23位

制片人担任评审，1262 个项目报名参

加角逐，最终 30 个项目入围，12 个项

目获得各类奖项。截至目前为止，包括

《农民莎士比亚》、《我不是水怪》、《信

鸟》、《玻璃屋顶》、《他乡囚徒》等多个项

目获得主流电影公司投资进入制作流

程，由郑大圣监制、戴玮导演的爱情影

片《柳浪闻莺》即将杀青。

2020第二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将

于8月1日0时起至8月31日24时止接

受项目申报。

据介绍，在初评阶段，由金鸡电影

创投大会组委会负责组织初评工作，从

社会价值、剧作能力、艺术风格、商业潜

力等方面综合考量，以打分方式选出不

少于 60 个优秀项目进入复评、中期路

演阶段。复评、中期路演阶段，由20余

位制片人组成复评评审团，通过审阅剧

本等资料及中期路演，以投票方式选出

30个优秀项目入围本届金鸡百花电影

节创投大会终评，两位主创获得参加第

二十九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资格。

终极路演环节，由三位著名导演、监制

组成主评审，以及制片人评审团，经由

终期路演的阐述和问答环节，评议并投

票决出最终获得各类奖项的项目。获

奖者可获得相应金额的奖金。

（杜思梦）

本报讯 7 月 23 日，以“时代楷模”

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

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为生活原型的

电影故事片《八步沙》，在古浪县八步沙

林场开机拍摄。甘肃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高志凌出席开机

仪式。

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步沙，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是黑风肆

虐、沙进人退的荒漠。为了守住家园，

1981年，古浪县郭朝明、贺发林、石满、

罗元奎、程海和张润元“六老汉”按下红

手印，以联产承包形式组建集体林场，

承包治理7.5万亩流沙。从此，六位“60
后”与沙漠较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治沙造林，用汗水浇

灌，让万亩沙漠披上绿装，把曾经的不

毛之地变成了林草丰茂、生机盎然的大

片绿洲。沙漠变绿了，“六老汉”变老

了，儿孙们或子承父业，或婿接翁志，从

长辈手中接过“治沙接力棒”，成了八步

沙第二代、第三代治沙人。

38 年间，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

步沙林场三代职工子承父业、薪火相

传，“一把炒面，一碗凉水”、“黄沙不退

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走”，共完成治沙

造林 21.7 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

37.6万亩，植树 4000万株，形成了牢固

的绿色防护带。

“六老汉”三代人扎根腾格里大沙

漠南缘的茫茫荒漠，矢志不渝，治沙造

林，接续奋斗，绿色发展，以愚公移山的

毅力创造了人间奇迹，也用实践证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奏响

了人进沙退、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凯歌。

2019年3月，中宣部授予甘肃省古浪县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

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8月

21 日，在古浪视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称

赞他们为“当代愚公、时代楷模”。

影片《八步沙》创作摄制得到甘肃

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生活原型独家授

权，并以此为题材背景，以英模链中的

第二代人为中心，精心进行艺术创造，

再现“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艰辛

历程和八步沙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

退”的生态奇迹，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

甘肃省特别是武威、古浪治沙造林的成

就。

随着电影《八步沙》的开机拍摄，八

步沙“六老汉”三代人的先进事迹将被

搬上大银幕，六老汉治沙故事在完成真

实典型向艺术形象的转换的同时，还将

伴随着时代流变、风沙奇观，河西走廊

的山川胜景、民风民俗等可视化影像，

以更直接、更生动、更形象的方式向全

国人民讲述。

制片人郝平介绍，电影《八步沙》除

了感人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还将着力

展现甘肃的新变化、新气象。“将治沙人

的坚守和付出通过影片向观众展示，将

会让更多的人关注生态、关注武威、关

注治沙。”八步沙第二代治沙人、八步沙

林场副厂长石银山说。

据悉，该片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和

甘肃联合出品，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

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

分行、兰州时代土方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

制，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制。

由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玉福、青年

编剧王煜联合编剧，旭泽执导，李艺科、

刘培清、陈宣宇和多位甘肃本土演员出

演。

此外，电影故事片《八步沙》摄制完

成后，将作为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献礼的影片，于明年初与观众见面。

（姬政鹏）

本报讯 在 7月 25日举办的“初心

之地，上影之夜”上，上影集团宣布了

一系列新举措，完成了多项产业签

约。上影、中影、博纳、光线、腾讯影

业、阿里影业、北京文化共同为中国电

影复苏加油。与此同时，上影 2020片

单也首次重磅发布。

牵手B站拥抱数字化转型

7 月 25 日当晚，上影集团与深受

年轻人喜爱的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哔

哩哔哩启动战略合作。上影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健儿与哔哩哔哩董事长、

CEO陈睿共同完成现场签约。双方将

联合开发、设计、推广、运营影视等视

频内容，联动线上线下新模式，让承载

了几代人记忆的上影 IP 获得新的生

命。

打造中国影视界顶尖资本论坛

电影是创意的产业，需要创意团

队与各方的灵感碰撞。上影之夜现

场，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与每

日经济新闻展开深入合作，上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健儿与每日经济新闻董

事长、总编辑刘学东签订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围绕文化创作产业展开

合作，以中国影视领袖峰会为载体，共

同打造中国影视界顶尖的资本论坛，

传递更多电影人的声音。

长三角一体化文化体验创新

基金力推文化输出

在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当下，上影集团将加大在长三角的

文旅项目布局。当晚，上影集团与江浙

沪有关单位共同发起了长三角一体化

文化体验创新基金。上影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裁王隽与长三角政府基金代

表、江苏省金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吕

宗才参加了该基金的启动仪式。

车墩影视基地“高科技升级”

车墩是中国最早的影视基地，未

来，上影将进一步投资扩大车墩影视基

地的规模，打造以高科技为鲜明特征的

影视基地。当晚，上影集团与上海昊浦

影视文化公司签订了相关收购意向。

上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王隽与上海

昊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建中

共同完成了现场签约。未来的车墩将

成为上海打造“科技影都”的载体之一，

上影将在影视工业环节注入高科技元

素，经过“高科技升级”的车墩，将为银

幕上的更多故事提供舞台。

上影2020片单重磅发布

创作是实现电影人梦想的基石。

“上影之夜”发布的一大亮点，就是上

影2020片单的重磅发布。

一直以来，上影集团致力于推

动原创精品内容，始终关注现实题

材，积极发掘红色题材。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献礼片《1921》已于 7 月

1 日开机，导演黄建新代表主创团

队通过视频送来了问候。

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繁

花》也在影视化进程中。《繁花》由导

演王家卫监制、根据知名作家金宇澄

的同名小说改编。王家卫通过视频

表示：“永福路 52 号曾经诞生过大批

优秀的作品，它们和《繁花》一样，都

是海派文化的代表。很高兴通过《繁

花》，再一次跟上影集团合作。”

不久前，由贾樟柯导演指导的电

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入围第 70 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导演

贾樟柯介绍，“影片讲述了 4 位作家

的人生和文学思考。4 位作家生活

的时代连接起来，恰好是 1949 年至

今中国 70 年的进程。影片通过文学

讲述个人经历，但又超越文学，将个

体经验带出集体的共同记忆。”据

悉，该片本预计今年 4 月发行，但受

疫情影响，希望之后能尽快与观众见

面。

此外，上影集团还投资拍摄了纪

录电影《息息相连》，在全世界寻找

感人的抗疫故事。

由上影集团出品并主宣发的东

方奇幻电影《阴阳师之晴雅集》日前

杀青，将于今年上映。该片改编自作

家梦枕貘的小说《阴阳师》，导演郭

敬明表示，“影片改编过程中把故事

背景平移，加入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元

素，在风格上充满东方美学。”

前不久定档 2021 年开年的《猎

狐行动》，由上影集团和公安部携手

打造，是首部反映中国公安部经侦干

警赴海外缉捕经济犯罪在逃犯的电

影。两位主演梁朝伟和段奕宏分别

送来视频问候， 导演张立嘉现场分

享了拍摄趣事。

由上影集团作为第一出品方推

出的电视剧《了不起的生活》，是一

部由真人秀衍生出来的剧集，由高希

希导演，目前剧本还在完善中。

上影集团即将推出的年代商战

剧《光芒》，由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

演员张新成、蔡文静领衔主演。即将

与观众见面的，还有由上影集团出品

并主宣发的悬疑犯罪片《第八个嫌疑

人》，该片改编自 1995 年的武装劫钞

案真实事件。主演大鹏来到现场，声

称为了《第八个嫌疑人》减肥 30 斤，

是拍过最“苦”的戏。

（林莉丽）

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影视之夜”举行

“上影之夜”：启动多项合作 发布最新片单

本报讯 近日，第23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官方活动之一的上海科技影都发

布会暨高峰论坛在沪举行。会上发布

了升级版“松江 16条”扶持政策，以及

一批即将开建的标杆型项目，并宣布

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和量化分析工具，

随着一系列项目举措的落地实施，上

海科技影都的建设发展正在由规划走

向现实。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影视产业

链遭遇冲击，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在此背景下，上海松江区通过加大服

务影视企业的力度，加快项目引进落

地，优化营商环境等多种举措，全力保

障和推进上海科技影都的建设。今年

上半年，松江区新引进的影视企业就

多达549家,同比增长124.08%。

去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松江区发布了《上海科技影都总体概

念规划》和《松江区关于促进上海科技

影都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

“松江 16条”），受到了业界高度关注。

今年，松江又推出升级版扶持新政，进

一步拓展支持范围、放宽补贴要求、鼓

励科技赋能，如将总投资额 2000万元

以上的重大项目补贴金额从 500万提

高至 1200万，新增对使用智慧影视云

平台影视前沿云服务的补贴等。新政

的实施也将进一步帮扶落户松江的影

视企业渡过困难期，助力行业提振发

展信心。上影乐园二期、昊浦影视基

地、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随

着上海科技影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一批“十亿级”甚至“百亿级”的项目陆

续开工建设。在发布会上，又有一批

具有重大行业影响力和科技前瞻性的

标杆性项目集中签约，如星空综艺影

视研发基地、腾讯云启智慧影视产业

基地等，都是备受行业关注的平台级

项目。 （林琳）

本报讯 日前，IMAX Corporation
与 IMAX China 宣布 IMAX 中国影院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恢复运营。

此前，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

中国内地影院关闭了 6 个月。截至

2020 年 7 月 26 日，在约 700 家的

IMAX 中国影院网络中，有 369 家内

地影院已经重启，到 8 月中旬至少

600 家有望重新开业。

在国家电影局的有序推进和遵

守防疫防控措施的条件下，《喋血

战士》和《多力特的奇幻冒险》两部

好莱坞影片成为 IMAX 影院重新开

业为中国观众带来的回归之作，周

末揽收票房约 520 万人民币。其

中，《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在全国

266 家 IMAX 影院取得约 370 万人民

币的票房，尽管仅有约 40%的 IMAX
中国影院放映，IMAX 依然在该片

总票房占比 11%。由博纳影业在中

国协助推广的《喋血战士》则在 228

家 IMAX 中国影院获得约 150 万人

民币的票房，占该片总票房约 7%。

此外，在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期间，IMAX 展映了《哈利·波特》

全系列和 IMAX 科教影片《大熊猫》

与《极限乔丹》，成为报道热点之

一。IMAX 展映单元影票在几分钟

内几乎全部售罄，1000 余张《哈利·
波特》展映票开票后更是秒售一

空。

（林琳）

上海科技影都助力行业纾困连出“王牌”

上海国际电影节IMAX展映单元影票告罄

电影《八步沙》甘肃古浪开机
七大电影企业共同为中国电影复苏加油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