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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苏

州电影市场在长三角区域的重要地

位，打响“江南派”影视文化品牌，为

苏州影视业发展集聚更多的资源，同

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影业、特

别是放映经营市场的影响，提振行业

信心，刺激消费回补，8 月 20 日，2020
年江南电影大会在苏州文化艺术中

心举行。

作为第二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

艺术·国际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8 月

20 日上午，2020 年江南电影大会在苏

州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本届江南电

影大会以“光影重启 聚力江南”为主

题，该活动由苏州电影业协会承办。

来自江南地区各城市电影行业协会

负责人，各大院线、影管、发行和片方

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杭州、

南京和苏州本地电影学术界的专家

学者参加了大会。苏州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金洁出席开幕式活动。

开幕式上，苏州艺术人文影院放

映联盟正式成立。为进一步繁荣苏

州电影市场，丰富多元电影文化体

验，拉动文化消费升级，营造城市艺

术人文氛围，苏州艺术人文影院放映

联盟在 2020 年江南电影大会上正式

亮相，为具有艺术品质、纪实价值、教

育功能的类型影片搭建一个展示交

流平台，让优秀的艺术电影、纪录电

影、科教电影和舞台艺术电影（歌剧、

戏剧）等引领观众深入感知电影文

化，享受艺术人文熏陶。首批联盟单

位由 5 家影院组成，分别是苏艺影城、

独墅湖影剧院、万达影城（吴中店）、

幸福蓝海（石路店）和卢米埃（苏州高

新区金鹰店），以覆盖核心商业、高校

集聚区为主。据了解，体现了较多苏

州元素的 5 部 4K 修复电影《满意不满

意》、《美食家》、《小小得月楼》、《祝

福》、《大闹天宫》将于 9 月在联盟影

院与大家见面。

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光影助力夜经济——9.9 元惠民观影

活动”在江南电影大会上正式启动。

市民通过“苏州市民卡”和“文化苏州

云”微信公众号，实付 9.9 元即可获得

一张价值 30 元的 2D 或 3D 通兑电影

票，可在大市范围内 160 家影院使

用。此次惠民观影券计划在江南文

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期间分两批发

放，分别是本次大会和国庆期间，共

计投放 30 万张，补贴金额 600 万元。

自 7 月 20 日影院复工以来，苏州

市影院复业率已近 90%，“让观众回

到影院”成为电影市场的共识。

活动还发布了《2019 年苏州电影

市场报告》，并组织举办了电影行业主

题沙龙、“江南派”电影学术研讨会、艺

术人文电影展映、先进电影放映设备

展览等活动，长三角电影行业嘉宾共

聚苏州，探讨江南地区电影发行新趋

势，加强合作互鉴，为当代电影行业树

立新标杆。 （影子）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出品的全

新 DC 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

1984》（暂译）、《新蝙蝠侠》（暂译）、

《X特遣队：全员集结》（暂译）、《黑

亚当》（暂译）近日发布全新物料。

最新发布的《神奇女侠 1984》
预告片不仅正式曝光了豹女变身

后的邪恶造型、透露了麦克斯·洛

德的阴谋，同时也展示了神奇女侠

身披金鹰战甲作战的激烈场面。

在导演马特·里夫斯执导下，《新

蝙蝠侠》具有了浓重的悬疑氛围。暗

敌四伏的犯罪之都哥谭市，接连而起

的凶杀案与恐怖袭击引起了蝙蝠侠

的注意，这一次他必须披挂上阵，与

同处黑暗之中的劲敌展开较量。

从《X特遣队：全员集结》海报

与幕后特辑中不难看出，影片的角

色阵容与场面规模之大，可谓是前

所未有。

《黑亚当》无疑是最具神秘色彩

的一员猛将。影片曝光了由DC传

奇画师吉姆·李与Bosslogic合力创

作的预告，由主演道恩·强森带领观

众进入黑亚当这一来自远古时代的

黑暗魔法师的世界。 （杜思梦）

本报讯 8月 21日，由管虎执导，黄

志忠、张俊一、欧豪、姜武、张译、王千源

等主演的电影《八佰》全国上映。截至8
月 23日，票房已突破 8亿，带动电影行

业迎来疫情后的首波观影热潮。

影片上映后收获不少观众好评：

“战斗场面牵动人心，全员演技在线，值

得一看！”其中，欧豪饰演战士端午一

角，从战场小透明不断成长，最终成为

小湖北心中“骑在白马上的赵子龙”。

随着角色人物性格的铺展，欧豪片中的

几场哭戏，层次丰富，触发观众泪点：

“《八佰》里每次欧豪一哭我也跟着想

哭！”

《八佰》聚焦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小

人物，从而剖开战争的另一个切面。作

为一个普通农民，欧豪饰演的端午无意

中被卷入战争。初入战场的端午胆怯、

无知，想尽办法逃生，叔叔被当众弑杀

让他知晓了战争的残酷性，士兵们英勇

就义的举动让他有了当士兵的使命感，

无意中成为报信的英雄让他克服了内

心的恐惧……最终他拿起枪，选择成为

一个真正的战士。欧豪通过对眼神、表

情等细微之处的处理，把端午从贪生怕

死的逃兵到奋起反抗的成长过程演绎

得恰到好处，不少观众表示：“欧豪饰演

的端午太有代入感了，感觉跟着端午活

了一次。”

端午不仅仅是“八佰壮士”的一个

代表，他也是在战争下千千万万普通人

觉醒并反抗的一个缩影。影片中，端午

这个人物的几次转变令人印象深刻。

端午发现老算盘第二次想逃跑的那场

戏，老算盘将自己的痛苦、无助一一道

出，欧豪饰演的端午眼神闪躲，握着枪

的手轻轻抖动，这些细节均反映出端午

心中的顾虑与挣扎。

谈及这场哭戏，欧豪表示：“拍摄

前，为了让自己可以靠近端午的状态，

我熬了整两天，希望能找到那个感觉。

译哥非常厉害，他的表演状态能够给对

手戏演员很大的刺激和助力。”而在拍

摄现场，导演管虎也被镜头前他们的表

演感动落泪。

此外，端午从二楼中毒掉下水里的

长镜头，既有复杂的走位又需要演员和

镜头之间的密切配合，严格要求自己的

欧豪，那场戏整整拍了28条，创造了自

己演员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纪录。作为

非科班出身的演员，能够和非常优秀的

前辈们一起拍戏，欧豪感到很幸运，他

发长文感慨道：“刚接到这部戏，我心里

是有点慌的，很担心拖了前辈们的后

腿，我得投入更多才能不掉队。”

和端午一样，欧豪也在与前辈们

的表演中，不断学习形成自己独有的

风格。在拍摄端午和老算盘意图从河

道逃走的情节时，欧豪与张译“手牵

手”连续在零度的水下拍了一周的戏，

两人苦中作乐，相互调侃道：“这么冷，

这么浪漫，这辈子……也就咱俩了

吧！”回顾这场戏，管虎导演表示：“他

们俩是我们这个戏里仅有的两个不会

游泳的演员，晚上十二点两个人穿着

单衣就下去了，特别冷，别说演戏了，

下去人就麻木了，动都动不了。但他

俩失败了就再试，特别拼命。”对此，欧

豪表示：“你看到你的前辈们为一个角

色如此拼命，你作为年轻人有什么资

格不努力？很感谢导演愿意给我这个

机会能够饰演端午这个角色，和这么

多优秀的戏骨合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难

得的现场教学。”

从“白鹤少年”到“白马少年”，欧豪

在作品中不断沉淀积累，不给自己设

限，不断挑战自我。

（杜思梦）

本报讯 北京电影学院表

演学院教师、著名电影演员谢

园因病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逝

世，享年61岁。

谢园，男，1959 年 6 月 17
日生于北京，北京电影学院表

演学院教师、著名演员、曾担任

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

1978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

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表

演系本科生。1982 年毕业留

校任教，先后担任表演 85干专

班、表演 87 班、表演 88 班、表

演89班，表演95班专任教师。

谢园创作的作品有：《新兵

马强》、《孩子王》、《棋王》、《大

喘气》、《疯狂的代价》、《上海一

家人》等；他多次获得国内重要

电影节表演类奖项：1987年荣

获中国电影第 9届金鸡奖最佳

男主角奖；1989年荣获第二届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

奖；1991年荣获第11届电影金

鸡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第三

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

凰奖；1992年荣获第10届大众

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

1993 年荣获第 12 届中国电视

剧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1995
年荣获第 18 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最佳男配角奖。

“光影重启·聚力江南”
2020年江南电影大会在苏州举行

《神奇女侠1984》《新蝙蝠侠》等
四部DC超级大片发布新物料

本报讯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执导的科幻烧脑电影《盗梦空间》将

于 8 月 28 日重映，预售已全面开

启。影片近日发布“造梦专家”版预

告，盗梦人、前哨者、筑梦师、伪装

者等全员集结，盗梦团队锁定目标

开启全新行动，这一次不再“盗取”

而是“植入”想法，更要挑战“梦中

梦”多重梦境，涉险入梦不容有失。

最新曝光的“造梦专家”版预告

呈现了盗梦天团的全员集结，作为

一支专门通过梦境进入别人思维、

盗取想法的神盗组织，盗梦天团中

各位成员都身怀绝技，共同完成高

难度盗梦任务。团队中有策划并主

导整个盗梦行动的“盗梦人”，负责

搜集目标信息、为行动提供全面支

持的“前哨者”，完全利用想象凭空

筑造梦境空间的“筑梦师”，模仿目

标人物梦中所出现角色以欺骗迷惑

目标的“伪装者”，使用镇静剂等药

物帮助所有人入梦的“药剂师”……

不同角色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共同

应对盗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意外。

随 着《星 际 穿 越》、《盗 梦 空

间》的重映，诺兰新作《信条》也将

于 9 月 4 日全国上映，网友表示，

“重看《盗梦空间》是迎接《信条》

的最佳方式”。

（杜思梦）

《盗梦空间》发布“造梦专家”版预告

欧豪《八佰》演技在线看哭管虎

CCTV-6电影频道收视排行榜
统计期限（2020年8月7日-2020年8月13日）

排名

1
2
3
4
5
6
6
8
9

10
11
12

片名/栏目

故事片《飞虎队》

频道出品《神勇投弹手2》
故事片《百万巨鳄》

故事片《巨齿鲨》

频道出品《侠骨钢拳》

频道出品《神勇投弹手》

频道出品《铁血江桥》

故事片《夜袭》

故事片《玄武门之殇》

故事片《黄金战士》

《光影星播客》

《周倜点播 夺魂异阵图》

收视率%

1.38
1.34
0.99
0.97
0.93
0.89
0.79
0.78
0.74
0.69
0.68
0.61

收视份额%

6.23
5.98
4.32
4.47
4.16
5.66
3.58
4.82
3.38
4.59
4.14
3.94

本报讯 香港导演陈木

胜 2020 年 8 月 23 日不幸因

鼻咽癌离世，终年 58 岁。陈

木胜 1961 年 10 月 7 日生于

香港，是电影监制、电影导

演、电视台编剧。1990 年电

影《天若有情》是他导演的

首部电影。

陈木胜 1997 年后全身投

入电影圈，代表作包括《特警

新 人 类》（1999）、《双 雄》

（2003）、《 新 警 察 故 事 》

（2004）、《三岔口》（2005）、《宝

贝计划》（2006）、《保持通话》

（2008）、《新少林寺》（2011）、

《扫毒》（2013）等。

著名电影演员谢园去世

著名电影导演陈木胜去世

CCTV-6电影频道收视排行榜
统计期限（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6日）

排名

1
2
3
4
5
6
6
8
9

10
11
12

片名/栏目

故事片《盗墓笔记》

纪录片《2019阅兵盛典》

故事片《大师兄》

故事片《谜境萨拉乌苏》

周末影院《建军大业》

故事片《神鞭》

故事片《叶问外传张天志》

故事片《横冲直撞好莱坞》

故事片《九层妖塔》

故事片《集结号》

故事片《幸福俏冤家》

译制片《侏罗纪世界2》

收视率%

1.10
0.98
0.76
0.76
0.75
0.75
0.63
0.56
0.56
0.53
0.49
0.49

收视份额%

5.24
4.35
3.51
3.37
4.65
3.38
3.99
2.62
3.97
3.83
3.20
5.41

本报讯 8月23日，由北京国际

电影节主办、长影集团和千岁影业

承办的电影《731》发布会在北京举

办，导演赵林山率孙茜、刘长德、李

紫林、王尊等演员出席发布会，并

以特别方式现场宣布张家辉主演、

王俊凯特别出演。电影首度公布

三款根据日本 731 部队人体报告

书创作而成的概念海报，并揭晓其

反战主题。

《731》也选择了特殊的“云签

约”形式来官宣主演。导演赵林山

和张家辉现场视频连线，揭秘与其

确认合作的过程。张家辉自曝收

到剧本后仅七天便确定合作意向,

从接触项目至签约项目全程线上

进行。他还表示收到剧本后第一

件事就是留长发、蓄须、减重，只为

了能够更加接近电影中即将饰演

的角色。

《731》主要刻画从 1933 年以

来尘封了84年之久的3000多名祖

国同胞、国际同胞惨遭迫害的故

事。为了更好的呈现这段史实，发

布会现场展示了包括滤水器、手术

刀、防毒面罩、细菌培养箱、瓷炸弹

等七十余件珍贵文物。赵林山发

言时表示：“反战是这部电影的主

题，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尊重，

没有什么比和平更可贵。”（影子）

本报讯 8月 20日，电影《一刀

天堂》在厦门正式开机。该片由贾

樟柯监制，黄朝亮执导，实力演员

段奕宏、史彭元、龚蓓苾、沙宝亮领

衔主演，新生代演员温茉言、张博

文主演，共同演绎一场跨越七年的

追凶故事。

《一刀天堂》讲述了一位餐馆

老板（段奕宏饰）因失去至亲追凶

七年，途中结识了一位身世复杂的

少年（史彭元饰），在猜疑与试探

中，两人的关系开始朝着意想不到

的方向发展。

影片聚焦在林承生的追凶之

路，是典型的“公路+犯罪”类型

片。据悉，剧组将辗转福建厦门、

云南山区取景拍摄。

此前，由贾樟柯监制、陌陌影

业和暖流文化出品的电影《不止不

休》，先后入围了威尼斯国际电影

节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此次是

贾樟柯与陌陌影业的二度合作，相

信也将延续《不止不休》的高品质

高要求，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

影片将于2021年上映。

（影子）

贾樟柯监制《一刀天堂》开机

张家辉王俊凯
加盟赵林山执导电影《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