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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流浪地球2》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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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大年初一，电影《流浪地

球》用热血与感动点燃了春节档观众

的热情，这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幻

电影收获 46.68亿的票房佳绩，跻身中

国市场票房第三名。2020 年，带着

“心”创作、“心”剪辑、“心”视效、“心”

增11分钟内容的电影《流浪地球：飞跃

2020特别版》再度“心”重映。11月 26
日，电影《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版》

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官方特别展

映之际，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傅若清，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共

同宣布，电影《流浪地球2》定档2023年

大年初一，并曝光首张概念海报，这预

示着中国科幻冒险电影再度起航。

当天活动现场，“中国科幻第一

人”、电影《流浪地球》的监制刘慈欣，

与电影《流浪地球》领衔主演吴京录制

视频向郭帆导演“催更”引现场笑声不

断。除此之外，2021 年大年初一即将

上映的电影《人潮汹涌》剧组集体惊喜

空降，监制刘德华、制片人张宁、导演

饶晓志和领衔主演刘德华、肖央现场

为导演郭帆加油助力，电影《人潮汹

涌》领衔主演万茜通过一则 VCR 送上

对郭帆导演和电影《流浪地球 2》的真

挚祝福，两个剧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也有着浓浓的情谊。

希望像钻石一样珍贵

11 月 26 日，在第 33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官方特别展映——电影《流浪

地球：飞跃 2020 特别版》金鸡特别放

映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在与现场观众

重温了 137 分钟的热血与感动后，中

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张宏首先对导演郭帆表达了欣赏之

情：“一个学法律的好导演，原来是个

梦想家。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电影的

前途和未来。”而坐在一旁的万达文

化集团总裁兼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

军则直言：“我非常感动，为了中国的

电影，为了公益放映，我代表全国所

有的院线感谢郭帆导演。”华谊兄弟

CEO王中磊表示：“郭帆用最重要的东

西打动我们，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情感。电影是百年艺术，大家都说创

新，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创新的电影类

型，科幻片也并不是创新的电影类

型，但郭帆导演用我们东方人更能理

解的情感，赋予了科幻片新魅力。”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董事长，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傅若清与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

龚格尔，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制片人刘开珞，导演郭帆也走向台前

分享了自己的激动之情。傅若清指

出：“今天是《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

别版》上映的日子，我有许多‘感恩’

的话语表达，首先感恩影片复映后观

众没有离场，观众对电影依然热爱。

所以本次影片发行为惠民放映，惠民

票价不高于 15 元。第二个感恩是影

院将电影留给观众，让观众感受最好

的视听体验，（影院）在疫情期间经过

很多的艰难，所以影片发行方免除所

有发行代理费用，这样才能让观众和

影院都获得回馈。感恩影院，感恩观

众。”刘开珞现场动情表示：“我从电

影的第一帧看到最后一帧，我已经看

过很多遍《流浪地球》，但今天再次回

顾依然感动，我也热泪盈眶，一部好

电影给心灵的震撼，不会因为时间而

变化。”

刘慈欣吴京向郭帆“讨债”

电影《流浪地球》在 2019 年大年

初一上映后，口碑与票房都获得了惊

人的好成绩，许多观众在影片上映近

两年来不断向导演郭帆“索要”续

集。就在活动现场，电影《流浪地球》

监制、原著作者刘慈欣与特别出演吴

京惊喜“现身”，他们特别为电影《流

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版》金鸡特别

放映会录制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大

刘”与吴京化身“催更观众”，向导演

郭帆连番“讨债”。视频中，有着“中

国科幻第一人”之称的刘慈欣首先对

前来观看《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

版》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官方特别

展映活动的观众表达了感谢之情，然

而他突然话锋一转，就向导演郭帆灵

魂拷问，“《流浪地球 2》该有个说法

了。”而作为电影《流浪地球》中点燃木

星的英雄航天员刘培强的扮演者吴京

就更为直接，直指郭帆为“大骗子”，并

直言：“《流浪地球 2》到底我还演不

演？”话音未落，现场引发连连爆笑。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拷问”，导演

郭帆在场揭晓终极答案。随着大银幕

的开启，一张带着《流浪地球2》片名与

“2023年大年初一”字样的海报正式曝

光，现场瞬间被点燃。郭帆导演亲自

认证，电影《流浪地球2》正式定档2023
年大年初一并用三个“新”引发大家的

猜想：“我们的新剧本已经基本构思完

毕，接下来开始尝试一个新的制作流

程，还会有更多新的技术使用。”

制片人龚格尔也透露：“电影《流

浪地球2》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

时间，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科学幻想

的新世界，期待观众能够体验到更多

更好的剧情，也能发掘更多的细节。”

“小破球”的冒险旅程从未间断，那像

钻石一样珍贵的“希望”就在前方。导

演郭帆在现场向现场观众解读了电影

《流浪地球 2》概念海报的深层含义：

“概念海报中，各国语言共同诉说着

‘再见太阳系’，句句流露着不舍与乡

愁的话语在星空中构成了一个‘2’字

样，每一句再见都拖尾没入了宇宙，其

实有一种地球启航的感觉，而右边则

是阳光，也代表着我们会砥砺前行奔

向更光明的世界！”

时间青睐勇往直前的我们

电影《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

版》在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官方特

别展映活动中可谓惊喜连连，也被现

场嘉宾调侃“史上最忙见面会”。一

边导演郭帆与制片人龚格尔宣布电影

《流浪地球 2》定档 2023年大年初一这

一重磅消息；另一边即将在 2021 年大

年初一上映的电影《人潮汹涌》剧组

空降见面会，监制刘德华、制片人张

宁、导演饶晓志，领衔主演刘德华、肖

央惊喜亮相，开场众人便走起“六亲

不认步伐”还在现场热舞，引发见面

会现场尖叫不断。看似两个剧组颇有

“破圈”同台的意味，实则每个嘉宾彼

此都有“特别”联系。导演郭帆首先

就向刘德华“告白”：“刘德华先生是

《流浪地球》的特别鸣谢！我当时筹

备拍摄《流浪地球》的时候，华哥给了

我特别多的支持、帮助和鼓励，今天

借由这个机会，我要郑重地向华哥说

一句：感谢华哥对中国电影做出的贡

献！”刘德华则谦虚回应：“和年轻导

演合作收获颇多，郭帆才是我的特别

鸣谢。”作为导演郭帆“铁哥们”的导

演饶晓志则现场奉上两个“特别”：”

我是郭帆的特别好朋友，我也是《流

浪地球》中的特别出演。我在影片中

客串了一名空间站工作人员。很多观

众朋友认不出我，是因为现在的我瘦

身成功减重 30斤。”

活动的最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副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为电影《流浪地

球 2》送去了深深的祝福：“《流浪地球

2》是我们一直渴望的，电影《流浪地

球》是由中影和郭帆导演一起开发而

成的。《流浪地球2》在探索制作层面流

程化和规范化，特别荣幸中影在《流浪

地球2》继续和郭帆导演合作。希望电

影越来越好。”

电影《流浪地球》是郭帆导演迈出

科幻的第一步，也是冒险旅程开启的

第一步。两年之约已定，2023 年大年

初一，一起走进电影院看《流浪地球

2》。 （木夕）

本报讯 由张艺龙导演，央视版

《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扮演者王伯昭

以及青年演员马月等主演的电影

《妙莲花之龙树传说》日前在福建泉

州开机。影片讲述龙树身带《楞严

经》途经36个国家，一路千辛万苦来

中国弘扬佛法的故事。相传《楞严

经》是龙树从龙宫带出来的一本没

有译文的经书，当时各个国家知道

龙树从龙宫带出《楞严经》都来抢

夺，为了保证经书能顺利译完，龙王

指点其前往中国弘法，途中经历 36
国、历经磨难，最后来到敦煌。在敦

煌石窟里，龙树一坐就是五十年，最

终将经书译完，功成身退。出品人

于洪梅表示，这是一个有传奇色彩

的故事，也是一个励志感人的传说，

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将更多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粹展现给世人。佛教题

材电影创作对历史、服装、道具都有

精细严谨的要求，既要符合历史文

化传统，又要通俗易懂、方便观众接

受。为此，剧组特别邀请资深艺术

顾问庄子兰担纲影片的艺术顾问。

泉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国务

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文化深厚，人杰地灵，而且与佛

教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谈及此次

选择在泉州拍摄影片的初衷，导演

张艺龙表示，“选择泉州作为影片最

重要的拍摄地，缘于泉州素有泉南

佛国、闽南蓬莱的美誉。踏上泉州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后，我发现城

市历史景观古朴厚重，而且宗教元

素丰富，与影片题材很契合，就定下

泉州作为主要取景地。”

另悉，《妙莲花之龙树传说》由

河南芽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佛山

楚留香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

（木夕）

本报讯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日

前在厦门举行了闭幕式颁奖礼，由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3D全景声

京剧电影《贞观盛事》喜获第 33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从舞台版到电影版，《贞观盛事》经

历了不小的挑战，舞台上的看点，成了

电影改编的难点。比如舞台版《贞观盛

事》有两个半小时多，电影版要压缩在

120分钟左右，如何缩短时长，又不影响

剧情？为此，主创团队充分吸收了专家

们的意见，将人物与情节明晰化，突出

了重点。比如将人物集中到魏征和李

世民因长孙无忌的奢靡、强霸而产生的

冲突上，舍弃马球、骑马以及无关宏旨

的歌舞场面等，使得整个故事的戏剧冲

突更强烈，剧情层层反转、处处伏笔，根

据电影观赏的心理节奏进行拍摄，让观

众获得舞台上没有的满足感。

影片主演、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说：“电影里的中国戏曲京剧元素，不但

没有削弱，而且还有加强，充分展现了

咱们戏曲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

法步。美妙古典的东方戏曲艺术，和现

代先进的 3D 全景声影视技术密切结

合，应该说是一条可行的康庄大道。今

后我们还要做这样的工作，不仅有利于

推动和发扬戏曲艺术，也有利于让戏曲

艺术走向世界。”

电影《贞观盛事》采用 3D 拍摄，用

360 度的电影镜头补充舞台观赏的盲

点，让观众看到更多的表演细节；同时，

影片在拍摄中引进全套的声音制作系

统，将让《贞观盛事》这部电影的全景声

声音效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整部

电影的摄制，始终秉持戏曲电影的两个

“最大限度”，一是最大限度地把握好戏

曲精神的精华，这是本；二是最大限度

地发挥电影艺术的视听作用。为了保

证品质，上影搭出了 5 个 360 度立体的

景。车墩的 1号棚 1700平方米，3号棚

1400平方米，不计成本投入相关拍摄，

实现了影片中美轮美奂的场景。

回首历史，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

军山》开始，中国电影的每一个发展节

点都离不开戏曲的参与，而戏曲得以广

泛地记录、传播，也离不开电影这一先

进艺术形式的助推。在作为中国电影

重镇的上海，戏曲电影的因缘也早已扎

下深根。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戏曲艺

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由上影摄

制完成的越剧电影。1962年，由岑范执

导，徐玉兰、王文娟主演，上影出品的越

剧电影《红楼梦》，成为了中国戏曲史、

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此外，黄梅戏

电影《天仙配》，京剧电影《白蛇传》、《李

慧娘》等上影出品的戏曲电影都在中国

电影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

记。一路走来，上影一直在戏曲片的电

影手法、电影技术、经典表演看点捕捉

和电影艺术创造效果强化等多方面进

行有益的探索，寻找着两种艺术的融合

之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世纪以来，上影出品的《廉吏于

成龙》、《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

信》、《勘玉钏》等戏曲电影荣获众多奖

项并走向世界，为中国戏曲电影在世界

“留得下、传得开”贡献了一份力量。其

中的《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

《勘玉钏》、荣获本次金鸡奖的《贞观盛

事》，以及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的首部 8K
戏曲电影《捉放曹》，都是国家重点文化

工程——“京剧电影工程”的一部分。

上影集团对于戏曲电影的投入持

续多年，主要围绕着“京剧电影工程”和

“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开展。自 2012
年起，上影开始筹备拍摄“京剧电影工

程”，承担《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

信》、《勘玉钏》、《贞观盛事》、《捉放曹》

五部戏曲电影的拍摄任务；从 2017年 4
月开始，上影成立“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上海基地）”，录制“像音像工程”，

截至目前已录制了 54 部，在央视戏曲

频道（11 套）“像音像集萃栏目”播出。

除此之外，上影的上海电影博物馆还

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共同建立戏曲电

影放映基地，未来《贞观盛事》等优秀

戏曲电影将在那里长期放映——欣赏

戏曲电影需要一定的戏曲知识和戏曲

审美素养，这也决定了戏曲电影观众

的培养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除了

用最新技术手段拍好影片，还有很多

事情要做。

电影与戏曲，两种艺术已经无数次

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此基础上，未来

的上影还将不断摸索前行。上影的“十

四五”新战略瞄准内容创新和产业创

新，不仅将继续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将

经典戏曲剧目搬上银幕，展现电影与戏

曲艺术的完美结合，也将多方面打造文

化品牌，用创新先导，用科技支撑，以审

美托底，让中国传统艺术瑰宝在新的时

代走得更远。

（木夕）

上影第一出品《贞观盛事》
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

《妙莲花之龙树传说》福建泉州开机

◎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62家）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