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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主办、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

学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电影编剧荣

誉表彰颁奖典礼在上海戏剧学院举

行。珠江电影集团走出的著名电影

编剧王静珠荣获终身成就表彰。

颁奖词写道，“她是改革开放第

一个创办剧本公司的编剧。王静珠

积累几十年电影创作经验,深知剧

本就是资本,原创版权就是力量。

她和张良在长期电影创作中,坚守

‘从生活中来到创作中去’的信念,
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提练生活,深入

才能高出,理解才能创造,《梅花巾》

写出苏州新旧艺人的今昔,令人问

往苏州之美。《少年犯》、《白粉妹》最

先关注未成年犯罪问题,以母亲的

情怀,公民的责任,挽救教育感化失

足少年,为全社会为每个家庭敲响

警钟,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身居

改革前沿,感受时代温度,《特区打

工妹》、《龙出海》、《岭南春秋》,为中

国改革开放留下时代的证据，为世

界了解中国提供影像根据。王静

珠、张良夫妻搭档,长期编导合作,形
成风格。在王静珠的剧本中感受到

董存瑞舍身攻坚的精神,敢于突破

题材禁区,勇于攻克思想暗堡,总是

为电影提供新颖的故事。鉴于王静

珠剧本创作的成就，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决定授予王静珠女士终身成就

奖。”

（影子）

（上接第6版）

今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全会着眼战略全局，对“十四

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

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

目标，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时间表”和“路

线图”。

刘嘉表示，目前全球电影产业

的发展，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在她看来，虽然国内疫情

控制比较好，电影市场逐步复苏，但

因为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电影产业

陷入停滞，因此很多影片不敢投放

市场，这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目前国内电影市场出现波动也

很正常。

刘嘉坦言，中国电影市场不依

赖好莱坞电影，但不可否认的是，进

口片对市场有刺激作用，和国产片

是互补的关系。

“我坚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问

题，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间，拍好国

产电影，恢复好电影市场，在制作、

发行、放映、营销等方面做到‘耐得

住、沉得住’，在全球疫情控制住之

后，国内电影市场将会出现更强的

爆发力。”刘嘉说。

于超表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就电影市场而言，人们过去设想的

创新、转型“一定要拿出来了”，电影

院只有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才能让行业发展得更好。

疫情导致了消费习惯的改变，

影院建设速度或许比疫情前放缓，

但这恰好是“提质升级”的好时机，

他建议电影院要提供越来越高的放

映质量、更沉浸感的环音、更大更好

的画面，同时也要强调综合性的体

验，增加经营内容，吸引更多的观

众。

饶曙光表示，目前，国内电影市

场恢复得不错，带给大家很多惊喜，

也出现了一些报复性观影的情况。

在全球范围看，中国电影市场“风景

独好”，但我们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并

没有完全解决，市场始终在呼唤高

质量的头部影片来增加热度。

“中国电影的新基建应当从

影院建设转移到做强制片业，通

过好作品来实现中国电影的可持

续繁荣发展。”饶曙光说。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实现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

本报讯 近日，由郭帆执导，刘慈

欣监制，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

光洁、吴孟达、赵今麦领衔主演，屈

菁菁、张亦驰、杨皓宇、李虹辰、杨

轶、姜志刚、张欢主演，2019 年春节

档票房冠军、《流浪地球》全新版本

《流浪地球：飞跃 2020特别版》发布

定档海报，宣布将于11月26日感恩

节上映。

这是包含了“心创作”、“心剪

辑”、“心视效”、11 分钟新内容全

“心”版本的《流浪地球》。时隔接近

两年时间，经历了“特别”的2020年，

相信大家再次在电影院看到震撼的

特效场景、冒险小分队为拯救地球

而付出努力的时候会有着与当初不

同的心境与感受。为了提振市场、

回馈观众，本次影片发行为惠民放

映，票价不高于 15元。影片发行方

免除所有发行代理费用，影片发行

收益将全部捐献。

专属于2020年的全“心”版本

《流浪地球：飞跃 2020特别版》

是《流浪地球》经历时间沉淀后的全

“心”版本，相较于原版增加了全新

的 11分钟 44秒 2帧的内容，故事内

容更多、人物角色更加丰满。它是

一次惠民放映，为了提振市场，回馈

观众。它是对观众的感恩，感恩大

家过去的支持。它是影片出品方、

发行方、导演和众多主创以及幕后

人员用心制作的心意，是专属于

2020 年的版本，是送给观众的一个

礼物。

随着《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

版》的定档，我们好像穿过“非同寻

常”的 2020，回到了那个热闹的春

节。让人无比期待在电影院再次感

受为逃离太阳毁灭危机而启动的

“流浪地球计划”的浩瀚，感受流浪

地球时代的年轻人，面对危机四伏

的宇宙，奋力一搏拯救地球的精神。

时间会奖励勇往直前的我们

近日发布的定档海报将两个不

同时空的画面巧妙结合在一起。左

边是木星危机过去后刘启站在海边

凝望着前方，他眼中满满的是对过

去的怀念。右边是行星发动机启动

前，刘培强正抱着小时候刘启在海

边玩耍。高悬在空中的“木星”，像

是在见证刘培强刘启的父子情，海

报上那句“时间会奖励勇往直前的

我们”则像是一个总结，一个对世事

变迁的感悟，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鼓

励，鼓励大家面对困难勇往直前，成

功“拯救地球”。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也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经历了磨

难的人更加坚毅，更加努力向前。

而专属于2020年的全“心”版本《流

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版》也带着

对 2020年的感悟，大家面对困难时

应该充满希望。它对比《流浪地

球》增加的不仅是内容更是一种精

神，是一种面对困难永不放弃充满

希望的精神。就像电影台词里所

说“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

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大家无论

遭受多大的困难都能紧握“钻石”

永不撒手。

电影《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

版》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郭帆

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出品。上

海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腾讯影

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青新影文

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优酷电影

有限公司、霍尔果斯聚合影联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湖南芒果娱乐有限

公司、嘲风影业（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

司、北京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新疆

华夏天山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睿博星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泰洋川禾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

司、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宁洋影

业（广州）有限公司、北京自由酷鲸

影业有限公司、中影数字电影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中影电影数字制

作基地有限公司、中影数字院线（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

影片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人

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

器，寻找新家园的故事。然而宇宙

之路危机四伏，为了拯救地球，为了

人类能在漫长的2500年后抵达新的

家园，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挺身

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

（木夕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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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珠荣获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荣誉

本报讯 日前，以年轻人“日记”

的独特视角，展现脱贫攻坚战役中

扶贫工作组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

电影《春天的约定》，在河北影视集

团金棕榈先天下影城举行了首映

礼。

电影《春天的约定》将镜头聚

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组成

员，用生动的画面、真实的情节、感

人的故事，记录下这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记录下这

场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战争”，记

录下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征程中的历史足

印。

首映礼上，河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河北省电影局局长史建伟

表示，用光影讴歌伟大时代、描绘

多 彩 画 卷 ，为 民 族 复 兴 书 写“ 信

史”，为新时代中国留下“小康印

记”，是电影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电影《春天的约定》用小人物反映

大时代，用小视角反映大情怀，用

小制作反映大主题，是一部宣传

扶贫干部感人事迹、描绘人民群

众艰苦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优

秀影片。

史建伟表示，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胜利在望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将

大力做好《春天的约定》和《秀美人

生》等一系列扶贫题材影片的公映

展映；大力鼓励和扶持围绕全面小

康、建党百年等题材电影创作；大

力引导电影创作工作者，深入基

层，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

伟大新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

品力作。希望广大电影工作者不

负春光，不负梦想，用更多优秀影

片描绘伟大时代，勾勒全新蓝图，

抒写盛世华章。

河北影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胜君介绍，该片自 2016 年开始

策划，2017 年组织编剧团队数次深

入张家口、承德、邢台、石家庄等市

县扶贫工作一线，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采访。影片通过年轻扶贫干

部的独特视角，展现脱贫攻坚战役

中扶贫工作组的精神风貌 ,致敬奋

战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影片在上

线公映的同时，还将在全省扶贫攻

坚第一线公益放映 200 场。

映后，电影界专家、学者对《春

天的约定》给予了高度评价。河北

广播电视协会会长、影视专家何振

虎表示，《春天的约定》是一部有温

度的作品，实实在在扣人心弦，留

下长久的感动，看这部电影宛如一

次原汁原味的山村游。

电影《春天的约定》由中共河

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河

北影视集团、《共产党员》杂志社、

中共蔚县县委宣传部、蔚县草沟

堡乡人民政府、河北省新闻图片

社有限公司、河北嘉映文化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河北传媒学院、河

北百灵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

京电影学院联合摄制，河北电影制

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蔚县

融媒体中心（蔚县广播电视台）联

合出品。

（影子）

脱贫题材电影《春天的约定》首映

本报讯 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会于 11 月 19 日在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落下帷幕。本届文博

会突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

牌化”的办展理念，集中展示长三角

地区文化产业重点领域和优势集

群，参展单位超过1000家。

上海电影集团已经是第三年参

展了。今年展会上，集团以“电影+”
为主题，从“上影出品”、“上影摄

制”、“上影空间”、“上影生活”、“上

影文创”五大板块出发，突出“时尚、

体验、互动、社交”，集中展现电影给

人们带来的生活空间、社交空间，让

文创 IP浸润在生活中。

上海电影集团在综合发展板块

设展。一块巨大的冰屏引人注目，冰

屏上跃动着上影集团新战略和上影

的知名 IP；展台正中，展示了上影的

电影主业——120幅电影海报密集式

的呈现，表达了上影辉煌的历史，象

征着上影丰富的文化资源储备。

精品内容，始终是上影展区的

焦点。在展台四周，面向参观者，布

置了上影即将登场亮相的四部重点

影片海报，包括：为献礼建党百年，

上影主创团队以上海中心为背景创

作的反映十八大以来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片《大城大楼》，以及以《共

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陈望道先

生生平事迹为主要线索的电影《望

道》；定档明年 1 月 8 日的首部反映

公安干警跨国追捕经济在逃犯的电

影《猎狐行动》；以及即将于今年 12
月 25 日上映的由上影宣发的《晴雅

集》。

“艺术+科技”，是上影在产业转

型中追求的方向。按照上影的“十四

五”战略，科技将对电影拍摄、观影终

端以及文创产业产生重要影响。

上影展台核心延伸出了四条

“手臂”，将现场分割为 4 个空间，表

达着上影对“内容创新”和“产业创

新”关系的描述：以电影为核心的精

品内容，是上影开发文创产业的基

础与核心；对这一核心价值的深度

开发，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文化生活

与消费的场景。

比如，在电影文化主题酒店，我

们可以品尝一杯电影 3D咖啡，在一

个惬意的下午，和朋友共享电影主

题下午茶，间或翻阅电影杂志。萌

萌的孙悟空玩偶可以让你的心变得

柔软。

孙悟空、葫芦娃也可以出现在

我们生活的各个地方——以美影厂

IP为代表的文创产品现已进入到游

戏、服饰、文具用品、食品、美妆、线

下美陈等各个领域。

上海电影博物馆陈列出SFM 电

影大师、SFM馆藏、SFM 设计系列文

创品牌，希望让生活中的每一件用

品都富有电影艺术气息，营造文化

生活的氛围。

更重要的是，上影集团希望通

过影视 IP 赋能运营公共文化空间，

打造上影的电影美学生活方式。让

喜爱电影的人们，在欣赏完电影佳

作之后，还能浸润在由电影元素装

点的生活中，在生活中持续体验着

电影创造的梦想与惊喜。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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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会现场 经文博会组委会评选，上影集团荣获优秀展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