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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最高万达影城开幕
携手IMAX共启新征程

本报讯 8月21日，海拔最高万达影城暨西藏IMAX首幕启动仪式在拉萨

万达影城IMAX厅隆重举行。万达电影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李劲波、万达电影

综合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兼市场部总经理王素娟、IMAX中国影院发展高级副总

裁袁鸿根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共同见证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光时

刻。在极具民族特色的启幕仪式后，在场来宾共同观看了于同日正式上映的

IMAX版影片《八佰》，感受万达IMAX影厅带来的震撼视听体验。

本报讯“让观众先回来”已成

为各地电影市场的共识。陕西省

电影局联合淘票票推出“甜蜜约

会 如期而至——七夕节·陕西惠

民观影活动”，进一步激活全省电

影市场。

该活动时间为 8 月 24 日 -29
日。活动期间，观众可在淘票票

APP、影院的取票机，以及阿里影业

的合作商（滴滴、必胜客、移动、泰熙

家等）多个线上线下渠道领取5-8元

优惠券，每天发放不少于 1万张优惠

券；并且观众还可通过淘票票APP购

买 19.9 元的特价电影票；同时，在 8
月 25 日七夕节当天，全省部分影院

将安排 16场《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

免费观影活动。

此次活动，是继陕西省电影局与

猫眼合作举办惠民观影活动之后，又

一项推动陕西电影市场复苏的实际

举措。截至 8 月 23 日，陕西省共有

296家影院恢复营业，影院复工率已

达85.8%。

（陕西省电影局供稿）

陕西“七夕节”推出惠民观影活动

本报讯 第 15 届中国长春电影

节即将于 9 月 5 日至 10 日在吉林长

春举行。日前，作为本届中国长春

电影节五大主体单元之一的“致敬

摇篮”系列活动率先启动：自 8 月 22
日起，多场“电影音乐季”交响音乐

会将陆续在长影音乐厅上演，为观

众演出经典电影原声及歌剧选段。

电影节正式开幕后，“致敬摇篮”单

元还将举行“电影与建构人类文明

新形态”主题论坛、“长影之夜”等活

动，增进业内沟通交流，为中国长春

电影节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本届电影节“致敬摇篮”单元策

划了包括“长影之夜”晚会、电影音

乐季、电影主题论坛等主题活动。

其中，“电影音乐季”系列演出率先

拉开帷幕——8 月 22 日至 9 月 8 日，

长影乐团将秉承“电影的盛宴、百姓

的节日”这一宗旨，以音乐为媒介，

精选中外经典影视音乐、奥斯卡经

典电影音乐、动漫电影音乐等交响

乐作品进行编排，推出多场不同风

格和类型的电影主题交响音乐会，

唤起观众共同的光影记忆。

8 月 22 日，电影音乐季的启幕

演出——《“音”乐而生》交响音乐会

在长影音乐厅举行。本次音乐会是

长影乐团时隔数月回归长影音乐厅

的首场演出，受到了众多市民观众

和音乐爱好者的关注和欢迎，大麦

网上线后票务销售更是出现“秒空”

盛况。《“音”乐而生》交响音乐会由

我国知名作曲家、指挥家、长影乐团

音乐总监史志有担任指挥。演出

中，观众相继欣赏到了由“好莱坞大

片配乐代言人”汉斯·季默、“欧洲电

影音乐领航者”埃尼奥·莫里康内、

约翰·巴里、阿兰·曼肯、约翰·威廉

姆斯、詹姆斯·霍纳、拉洛·斯基弗林

等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电影配乐大师

创作的经典电影配乐作品。演出结

束后，观众掌声持续了数分钟，久久

不愿离去。许多观众纷纷表示，现

场亲身感受如此震撼的音乐盛宴，

是一场非常难得的精神享受。

9 月 6 日，“致敬摇篮”单元还将

重点举办“长影之夜”大型晚会，紧

扣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深挖

红色文化和优良传统，重温长影厂

的辉煌历史，憧憬长影集团、长春电

影以及中国电影的美好未来。

如果说“电影音乐季”、“长影之

夜”等活动增强了中国长春电影节

“致敬摇篮”单元的社会参与性，那

么另一项重要主体活动“电影主题

论坛”，则将重点突出“致敬摇篮”单

元的电影专业性。

第 15 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电影

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主题论坛

计划在 9月 6日举行，长影集团总编

室主任马犇表示，本场学术研讨会

将围绕此议题分上、下半场进行讨

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李龙教

授、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

闻学院）教授张文东将分别主持上

下半场讨论。著名学者戴锦华、毛

尖、罗岗、夏莹、腾威、刘复生、李云

雷等将在论坛悉数进行分享。

此次举办“电影与构建人类文明

新形态”主题论坛同时也是长影集团

“论剧求本”论坛的第十期活动。自

2020年1月至今，长影集团已经先后

在线下及线上（疫情期间）举办了九

期“论剧求本”论坛，每一期相关编剧

及集团剧本审读小组的部分成员都

会围绕一部影片，就电影（剧本）的主

题、技法、亮点等阐述各自观点，分享

关于剧本创作的思考。

第 15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主题

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长影集团

也将通过“致敬摇篮”等一系列活动，

传承“老长影”精神，多角度展现新时

代的长影形象，在新的时代继续肩负

起新的责任。同时借助电影节这一

平台，进一步提升“论剧求本”论坛的

影响力，逐步将其打造成为业界一流

的高端行业论坛。 （杜思梦）

本报讯 8 月 21 日，由河北省电

影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共青

团河北省委指导，河北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

业院线执行的“谢谢您——河北省

援鄂医疗队员免费观影发布仪式暨

电影《八佰》观影活动”在省会石家

庄金棕榈东尚影城举办。

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医

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中医院、冀

中能源华北医疗集团峰峰总医院的

肖思孟、张新亮、崔坡、赵红芳、龚素

霞、徐会萍、宋亚岚 7 名援鄂医务代

表、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现场，河北影视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胜君发布了全省援鄂医务

人员一年期免费观影活动的具体办

法，向河北省 1100 名援鄂医务人员

发出邀请函，邀请他们走进中联院

线旗下影院免费观影。

据悉，“河北省援鄂医务人员一

年期免费观影活动内容”为：自2020
年 8 月 21 日到 2021 年 8 月 21 日，全

省援鄂医务人员凭身份证及相关工

作证件，可到中联院线旗下百余家

影院免费、不限次数观影一年，同行

人员也将享受影城会员价。河北影

视集团中联院线还将通过省卫生健

康委向河北省其他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白衣天使赠送一批观影券，对他

们的付出表示敬意。

河北影视集团中联院线于今年3
月26日发起了“开展全省援鄂医务人

员一年期免费观影活动”的倡议，院

线旗下影院积极参与。截至目前，已

有108家影院报名参加活动，覆盖全

省11个地市，城市影院、县城影院以

及刚刚建成新开业的多家乡镇影院

都参与其中。随着影院复工数量增

加，将有更多影院参与这项活动。

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

影局局长史建伟表示，河北援鄂医

疗队肩负使命、逆行出征，是河北的

骄傲和自豪，也是时代的英雄和学

习的榜样，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在

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

氛围。

当天，援鄂医护人员代表、青少

年代表共同观看了影片《八佰》。

（杜思梦）

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活动启动

河北省邀请援鄂医疗队员免费观影一年

自 2007年万达 IMAX首块银幕在

东莞万达影城华南MALL店惊艳亮相

起，万达电影与 IMAX已携手走过诸多

里程时刻。在此过程中，双方共同见

证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也一起经

历了电影放映从胶片、数字到激光的

迭代升级。

作为高端观影品质的代名词，万

达电影多年来始终秉承着“一切以用

户的观影体验和观影价值为核心”的

理念，致力于将卓越的观影品质及多

元的观影体验带给广大影迷。正如万

达电影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李劲波在

现场表示：“海拔最高的万达影城亮相

拉萨，不仅标志着万达电影完成中国

内地全域布局，更是万达电影与 IMAX

十余年合作史上又一里程碑。这样的

高峰合作，让更好的影院和更好的银

幕走进西藏，服务西藏，这是一家企业

的荣光和担当。”

IMAX 中国影院发展高级副总裁

袁鸿根在致辞中表示：“万达和 IMAX
的强强联合已经走过十几年的历程，

共同见证中国电影行业所经历的波澜

壮阔。IMAX 很骄傲能够助力万达电

影成为备受观众欢迎的中国领先影院

品牌，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已覆盖到

中国内地所有省、直辖市及自治区。

今天我们共同攀上了雪域高原，希望

IMAX与万达未来能继续精诚合作，怀

着对电影共同的信念和热爱一起再创

新高。”

启幕仪式后，现场嘉宾共同观看了

于当日正式上映的 IMAX 版影片《八

佰》。作为亚洲首部全片使用 IMAX摄

影机拍摄的商业影片，影片《八佰》中

1937年苏州河两岸的历史风貌，以及奋

勇无敌的民族英雄风采，在 IMAX高清

高亮大银幕和震撼音响系统下，得以精

准呈现。目前，《八佰》正在全国热映，影

迷朋友可前往当地的万达影城，感受

IMAX版《八佰》所带来的卓越体验。

从正在热映的《八佰》，到将于 8
月 28 日重映的《盗梦空间》以及即将

在 9 月 4 日震撼上映的动作巨制《信

条》，更多不可错过的 IMAX大片与优

惠活动，可通过万达电影APP、官方微

博、微信及抖音获取。 （木夕）

8 月 8 日拉萨万达广场开业，为

西藏自治区大型现代化商业中心布

局添上重要一笔，同时为拉萨消费经

济及城市商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

的促进作用。拉萨万达影城也于同

日正式开业，这标志着万达电影自此

完成了在中国内地所有省级行政区

域的全域布局。自 2004 年万达影城

首开津门，到海拔最高影城落户日光

之城拉萨，历经十几载的发展与积

淀，万达电影目前的经营范围已覆盖

中国内地的各个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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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都以绝对实

力占据行业的领先地位。

中国电影事业正处于健康稳步发

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影院布局的不断

扩大，以及影院生态的日趋完善，影迷

对于多元观影体验的需求也在不断升

级。在此过程中，万达电影始终顺应

市场发展趋势，在坚持高标准的设计

建造理念、高配置的电影放映技术以

及高品质的标准化服务的同时，也在

不断完善产业布局，致力于打造基于

场景消费和文化体验的电影生活生态

圈，力图将“多元娱乐体验”带给每一

位走进万达影城的消费者。

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个万达影

城，同时也是全国海拔最高的万达影

城，拉萨万达影城的落地，对于高端品

质观影的推广、电影文化艺术的传播，

以及中国电影行业生态的演进，无疑

具有十分重大的开创性意义。

◎拉萨万达影城隆重启幕
万达电影完成中国内地全域布局

◎万达电影携手IMAX打造极致观感
共同开启电影视听新高度

本报讯 日前，第 68届圣·塞巴斯

蒂安国际电影节公布最后一批主竞

赛单元片单，中国电影《乌海》入围。

影片由黄轩、杨子姗领衔主演，涂们

特别出演，是导演周子阳继处女作长

片《老兽》之后又一现实题材力作。

本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

节将在 9 月 18 日-26 日举办，作为

2020 年首个线下举办包括竞赛与电

影市场等完整版块的国际 A 类电影

节，圣·塞巴斯蒂安备受世界瞩目。

电影《乌海》于去年 10 月低调开

机，还未完成就在今年 3 月被世界知

名的电影评论杂志《银幕》评为“2020
最受国际电影节关注的影片之一”。

通过这部新作，周子阳将为观众呈现

一对生活在国内新型城市的年轻夫

妻的生活片段。 （影子）

《乌海》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河北省向医疗队员捐赠观影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