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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

物节”于 9 月 2 日开幕，来自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电影频道、凤凰卫视等

单位的主持人，与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进行实时连线，通过全网直播

的方式，与广大消费者共同见证购

物节盛大启幕，向海内外受众呈现

了一场品类丰富的消费盛宴。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由

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联

办、澳门中联办指导，紫荆文化集

团、广东省商务厅、香港中联办宣文

部、澳门中联办宣文部、电影频道节

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

室主办，阿里巴巴集团、凤凰卫视、

1905电影网、南方都市报承办。开幕

式上，香港中华总商会、澳门特区政

府经科局、广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和香港立法会有关议员，向海内外消

费者发出热情邀请，欢迎广大消费者

放心选购大湾区商品，共享大湾区发

展成果。

92件“大湾区好物”C位出道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购物节选择在 9月 2日开幕，以

“就爱大湾区”为主题，寓意粤港澳

大湾区“9+2”城市群紧紧抱在一起。

作为大湾区商家参与数量最

多、规模最大的线上活动，购物节汇

聚粤港澳三地超过 29.8万个知名品

牌，美食、美妆、数码、家电、个护、家

居、服装等超100个产业带商家带来

1300 多万件商品。其中，香港美心

月饼、澳门英记流心奶黄礼盒、马百

良的安宫牛黄丸……由92件优质商

品组成的“大湾区中国好物梦之队”

商品清单，30多种来自港澳的美食、

保健以及时尚潮品，和众多珠三角

内地九市的老字号、新产品尽揽其

中，在淘宝天猫集中亮相。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

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通过举办首届“大湾区购物节”，可

以充分展示粤港澳大湾区特色民族

品牌和创新活力品牌精品，有利促

进湾区融合，拉动消费升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频道

节目中心、相关电商平台在开幕式

上发布了购物节总体安排、系列带

货直播活动计划和多项优惠政策，

提供了详尽易懂、干货满满的购物

指南，广大消费者可以在购物节期

间足不出户尽享湾区购物喜悦，沉

浸式感受湾区制造、湾区发展、湾区

生活，领略湾区活力、湾区文化、湾

区魅力。

600万种商品“包邮”直供港澳

在粤港澳大湾区，贸易自由

化和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也不断

提升。特别是随着国货美妆、休

闲零食等国内产业的崛起，从淘

宝天猫购买国货美妆，从天猫超

市购买休闲零食，也是香港消费

者的日常消费习惯。大湾区购物

节期间，新兴的洗地机、扫地机器

人，以及厨房内的餐厨电器等创

意类的生活用具等受港澳消费者

所喜欢的美妆、3C 数码类产品，均

在本次让利消费者；此外，600 万

种商品将直供港澳，港澳消费者

可享受满额即包邮、次日达和隔

日达等优惠和服务。

据悉，天猫淘宝联合菜鸟通

过数字化的技术能力，在香港设立

智能直发仓库，联合物流合作伙伴

全港铺设近 2000 个自提点，确保

在大湾区购物节期间，超过 600 万

种商品可以任意拼单，满 199 元人

民币就可包邮。在澳门，满 49 元

人民币即能包邮。

物流时效也将继续大大提升，

港澳消费者无需自行找转运公司，

再交由转运公司寄往香港，一系列

本地直发、内地直发等服务，让港澳

消费者免去找转运公司的麻烦。据

介绍，超过8成包裹更能够从内地到

港澳次日达。

电影人助力电影音乐晚会

“湾升明月，在这人间银河，多

少心心相聚多珍重，愿伴飞桥跨晴

空……”这是当天购物节开幕式现

场唱响的“湾区升明月”电影音乐晚

会的主题曲《湾》。开幕式现场，还

同步发布了 9月 21日在深圳举办的

“湾区升明月”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

晚会相关信息。

据电影音乐晚会总导演介绍，9
月21日在深圳举办的“湾区升明月”

电影音乐晚会将和首届“粤港澳大

湾区购物节”联动，紧扣湾区意象与

团圆概念，邀请内地、香港、澳门、台

湾电影人和音乐人共同唱响大湾区

之歌，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

在当天也将随之进入高潮。

（猫叔）

本报讯 9月 1日，猫眼研究院发

布《2021暑期档动画电影数据洞察报

告》，对 2021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影

片进行整体复盘。总体来看，2021暑

期档动画电影总体表现稳健，有13部

动漫电影收获了千万票房，相较过去

三年暑期档，上映总数有小幅提升。

千万级票房动画数量稳定

今年的暑期档共有 26部动漫电

影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 5月上映备

战六一档的《哆啦 A 梦：伴我同行 2》
和《疯狂海盗团》，其中 13 部票房达

到千万级别。从实际情况来看，端午

档五部动画的上映拉升了 6 月动画

电影的数量，7、8 月仍保持每周 1-2
部的上映频率。

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白蛇 2：
青蛇劫起》和《比得兔 2：逃跑计划》

分别以 5.62 亿、1.97 亿的票房占据

2021 暑期档票房的第三和第八名，

这也是继 2012 年和 2019 年之后，动

画电影再度占据暑期档前十票房的

两席。另外，暑期档的 26 部动画电

影累计票房达 15.3 亿，占全部类型

影片的 1/5，为今年暑期档贡献了重

要力量。

单片来看，《白蛇2：青蛇劫起》表

现出色，拿下了5.62亿票房，《比得兔

2》、《哆啦A梦：伴我同行2》、《你好世

界》等三部影片票房过亿，表现较佳，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贝肯熊

2》等 4 部电影也均获得超 5000 万的

票房。总体来看，暑期动画在各票房

区间分布均衡。

亲子属性VS青少属性

不局限于暑期上映的 26部动画

电影，经过长期发展，动画电影已形

成了类型宽泛，观影人群结构差异显

著的特征。

猫眼研究院以购票用户的性别

和年龄两项维度作为基础，将动画电

影进行了五象限分类——25 岁及以

上女性占比代表“亲子属性”、25岁以

下观众占比代表“青少属性”，两项交

叉将动画电影分成“重度青少动画”、

“中度青少动画”、“全年龄动画”、“中

度亲子动画”、“重度亲子动画”五类。

纵观近四年暑期档动供给数量

及票房成绩，重度亲子类动画由于需

求稳健且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保持着

更高的供给量；票房上，各类型则基

本围绕全年龄动画进行正态分布。

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千万票房动画

电影中，重度青少动画有《普罗米亚》，

中度青少动画有《白蛇2：青蛇劫起》和

《你好世界》，使得五类类型均有供给，

其中两部中度青少动画双双破亿。值

得一提的是，《你好世界》还是近五年

双人购票占比最高的日本动画。

青少年定位的动画电影，若想在

接下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产能，可以尝

试拓宽人群，向全年龄动画发展，亦

或是在中度青少定位继续打磨动画

类型片。而对于全年龄动画定位下

面临 IP老化问题的影片，猫眼研究院

分析师刘振飞认为，需要在后续作品

中更好地调节“青少”和“亲子”属性

的比重，在新生代亲子观众中建立良

好的号召力。

亲子刚需叠加更高“多刷率”

2021暑期档期间，动画电影单日

票房时常出现逆势上涨的情况，排片

量增加是直接原因，背后则是暑期市

场对于动画电影尤其是亲子动画存

在刚性需求。相比于暑期档其他类

型的电影，亲子观众的消费反映的不

仅仅是对动画电影内容本身的需求，

还有亲子对观影场景和氛围的需求，

与爱情片和惊悚片相似，与其说是内

容消费，不如说是一种需求消费。

对于属于需求消费的亲子动画电

影来说，购买方是家长，但是真正的观

影方却是孩子，因此亲子动画常常会

出现一部电影重复看好多遍的情况，

这是孩子去社交需求的一个反映，也

使得亲子动画影片多刷率更高。

如果想获得更加广泛的受众群

体，则需要在内容上多下“功夫”，创作

出年轻观众和亲子观众都喜欢且满意

的内容。从制作层面来看，打造老少

皆宜的 IP形象是通关捷径，可以让全

年龄动画实现产能最大化。（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电影《司徒美堂》

剧本论证会在京举行。中宣部电影

剧本中心副主任秦振贵，中央戏剧

学院电影电视系原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路海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

系主任、编剧、导演黄丹，中国电影

资料馆副研究员李镇，编剧董哲，编

剧何可可等专家学者，与电影《司徒

美堂》总制片人方耀强，导演蔡崇

辉，编剧许莎朗，围绕剧本的创作手

法、人物形象、情节叙事等多个角

度，共同探讨如何讲述爱国侨领司

徒美堂的传奇经历，展现他致力为

公的伟大一生。

再现爱国侨领波澜壮阔的人生

《司徒美堂》以“家国情怀”为主

题，以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心系桑

梓、心系祖国的爱国事迹为基础，并

以司徒美堂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又一

代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的精神特点为

指引，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

全球视野传播岭南文化。论证会上，

该片总制片人方耀强就创作初衷和

剧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方耀强回忆创作过程时感慨说：

“五年前接触到这个人物，我就被深

深触动。美堂先生12岁去美国打拼，

最后成为一代侨领，他的人生经历非

常丰富，我们希望把他传奇的一生搬

上大银幕，体现他爱国、爱乡、爱家，

团结海外华侨一致为公的精神力

量。”

记者了解到，该片已获得司徒美

堂后人正式授权。论证会上，司徒美

堂孙女司徒月桂也来到现场，她表

示，“把爷爷的故事搬上银幕，是我一

直以来的心愿。虽然他是一个普通

农民的儿子，但他爱国爱家，胸怀祖

国。”

该片导演蔡崇辉在介绍影片筹

备情况时表示，还原百年前的美国

唐人街，是一项不小的挑战。电影

还将以类型化电影的创作手法，吸

引当下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本片编

剧许莎朗也在研讨会现场分享了自

己的创作初衷，由于故事背景发生

在美国，创作团队做了长时间的资

料收集与整理，将通过司徒美堂在

美期间的一系列“大事件”，讲述一

代侨领的奋斗故事。

专家寄望吸引年轻观众

会上，与会专家就《司徒美堂》剧

本进行了交流，对剧本的社会价值和

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电影

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叙

事手段、艺术手法等方面提出一系列

建设性意见，为剧本的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提供了参考。

“司徒美堂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

力的人，他的人生本就是一部大戏。

这部大戏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的

人生经历，充分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自

尊、自强、自立、自信。”路海波从认

识、理解、表现三个维度谈及了对剧

本的看法，他表示，《司徒美堂》的剧

本精彩、成熟。“希望影片能以完整、

流畅的叙事，高度概括司徒美堂一生

中的高光时刻，实现一鸣惊人、一炮

而响！”

黄丹则认为：“剧本最吸引我的，

是一百年前在美国打拼的华人形象，

这个角度的影视作品市面上并不

多。”在他看来，当下的主流观影人群

是年轻人，这部影片具备吸引年轻观

众和市场的元素。对此，从事编剧工

作的董哲也赞同，希望影片通过年轻

人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与当下的年轻

观众建立交流路径。

“剧本最大的优点是来自民间

的味道。”李镇谈到，《司徒美堂》的

剧本还原了百年前美国华侨所处的

复杂环境，剧本中一些关于思念故

土的小设计，让人感同身受，体现了

情感的可贵力量。此外，从剧本结

构来看，人物在面对清朝保皇派、美

国白人的排华压迫、以及个别麻木

的同胞等各种矛盾与复杂环境之

下，作出艰难的转变与选择，策略性

体现了人物的弧光，是剧本中最重

要的一笔。

论证会最后，电影剧本中心副主

任秦振贵总结说，主旋律商业电影的

剧本创作应正确处理虚与实、家和

国、点和面、文和武、内和外、市场和

定位的关系。“据统计，目前电影院的

主流观众人群，年龄在 19-34岁的占

比74%。电影创作者应该了解他们、

理解他们，用他们的观影口味和视听

语言、表达方式，来创作优秀的电影

作品。”

（林琳）

本报讯 杜比实验室与百老汇近

日宣布，将共同合作在中国拓展杜比

影院体验，为更多追求在大银幕上获

得有前沿科技加持的高端娱乐体验

的观众，带来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影感

受。百老汇首家杜比影院预计在今

秋开业，位于上海新地标之一的北外

滩来福士广场百丽宫影城。

杜比实验室杜比影院市场拓展

总监伍玉蓉表示：“百老汇一直以来

都以打造一流的影院而闻名。这与

我们备受好评的杜比影院高度契

合。如今，消费者对于在影院获得高

品质娱乐体验的需求更胜从往。我

们相信，杜比与百老汇的合作，将让

更多中国消费者通过杜比影院的真

正魅力，感受到电影创作者原汁原味

的创作意图。”

百老汇首席执行官刘少文表示：

“作为业内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杜

比一直凭借高品质和创新力，助力电

影人实现愿景。我们很高兴能与杜

比合作，通过令人惊艳的杜比影院体

验，把我们的影院提升到新的水平，

满足观众日新月异的观影需求。我

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为上海以及中国

更多城市的消费者提供这种令人难

忘的观影体验。”

杜比影院能为观众带来完整的

杜比观影体验。它能释放每一部影

片的情感冲击力，让观众观赏到杜比

视界所呈现的精妙细节和鲜活色彩，

聆听到杜比全景声所带来的沉浸式

音效。目前，好莱坞主流电影公司和

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内容创作者

都在积极拥抱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

声。自 2015年杜比影院首次亮相以

来，已有数百部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

声格式的大片上映。2020年，所有获

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提名的影片，以

及 11部最终荣获奥斯卡奖的影片都

采用了杜比视界和/或杜比全景声。

2021年春节档，有6部杜比视界和/或
杜比全景声格式的国产影片上映，其

中包括票房排名前三的《你好，李焕

英》、《唐人街探案3》和《刺杀小说家》。

百老汇 2000年正式进入中国内

地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拥

有时尚气质的“百老汇”、艺术文化气

质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高雅华丽格

调的“百丽宫”、小资品味情调的“百

美汇”和“百方汇”5个影院品牌。截

至目前，百老汇系列品牌在全国共有

52家影院、396块银幕、超过65000座

位，是中国电影市场上高端影院品牌

的代表之一。 （木夕）

本报讯 为助推华语新导演成

长，演员张译将个人出资，在第五

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入

围作品的导演中，给予一位优秀华

语电影导演 20 万元现金资助，以

鼓励和支持杰出的华语新锐影人。

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官方

展映单元之一，“藏龙”单元展映华

语新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第三

部电影作品，致力于发现并积极推

广新锐电影导演，并为他们提供作

品展示与行业交流的平台。

此前，十位中国导演合力出资

人民币 100 万元，于第五届平遥国

际电影展“藏龙”单元中选择一部优

秀华语影片进行支持。此次“藏龙”

单元又获来自演员张译的资助，意

味着在本单元的入围影片中，除了

有一部影片有望获得 100 万元的现

金鼓励，还有另一位优秀导演有机

会得到由张译支持的 20 万元现

金。这笔款项将用于该导演后续电

影作品的开发。多位电影人共同支

持“藏龙”单元，反映了电影人团结

协力、接续传承的精神。

自 2019 年携主演作品《攀登

者》亮相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影迷嘉年华”单元起，张译便与平

遥结缘。2020 年，张译于平遥观看

了第四届平遥电影展“藏龙”单元

的全部影片，他随后在个人社交平

台中对该单元所有参展影片的主

创表示感谢：“你们带来的各式各

样各具风采的影片让人感动，开阔

了我的眼界，影像、技术、表演、美

学、哲学，我真的学习和感悟到了

很多。”

此外，张译更真切地分享了自

己参与平遥电影展的感受：“你会

重新发现电影的世界如此纯粹，看

着满院子的同道中人，你会有极强

烈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最重要

的，你会真切地感受到观众对电影

的热情，真诚地感动于青年对电影

的热爱，清晰地看到中国电影未来

的希望。”

前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

龙”单元曾先后发掘并鼓励过文晏

（《嘉年华》）、刘健（《大世界》）、白

雪（《过 春 天》）、梁 鸣（《日 光 之

下》）、李冬梅（《妈妈和七天的时

间》）、王晶（《不止不休》）、韩帅

（《汉南夏日》）等诸多华语新锐导

演。此外，祖峰（《六欲天》）、雎安

奇（《海面上飘过的奖杯》）、叶谦

（《蕃薯浇米》）等导演也通过“藏

龙”单元，首次与中国观众分享自

己的作品。

从“藏龙”单元出发，青年导演

们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独特的创造

力持续投入到电影创作当中，成绩

亮眼。第四届平遥电影展“藏龙”

单元入围影片《野马分鬃》导演魏

书钧执导的新作《永安镇故事集》

亮相国际，好评如潮；第三届平遥

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热带

雨》在平遥进行亚洲首映后，后续

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导演陈哲艺

今年受邀出任第 24 届上海电影节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第二届平

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导演

得主霍猛凭《过昭关》连续获得上

海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

多个表彰，并于 2019 年携新作剧本

《风声鹤唳》重返平遥，入围“平遥

创投”单元等。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9 日在位于山西晋中

平遥古城内的平遥电影宫举行。

（影子）

2021暑期档动画电影报告：

亲子动画类影片刚需属性强

演员张译出资20万元现金鼓励华语新导演

电影人助力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

杜比与百老汇携手拓展影院体验

百老汇首家杜比影院今秋开业

电影《司徒美堂》举办剧本论证会
日常化、人性化再现爱国侨领高光传奇

百老汇首席执行官刘少文（左）与杜比实验室杜比影院市场拓展总监伍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