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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开始至今，弘扬时代主

旋律的新主流电影成为国庆档的票房

担当。《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成

为过去三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中国

机长》、《攀登者》、《一点就到家》、《我

和我的父辈》等同档期影片，也都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今年也不例外。主流影片依然是

2022 年国庆档真人电影最大特色之

一。其中，《万里归途》根据真实事件

改编，讲述了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

外交部新人成朗受命前往协助撤侨，

任务顺利结束，却得知还有一批被困

同胞，在白婳的带领下，前往边境撤离

点的故事。

根据“救助救治新疆和田断臂男

孩”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平凡英雄》，

以“凡人微光，星火成炬”为影片的

感情基调，讲述了一个 7 岁的男孩因

为意外断臂，在众人的协助下，八小

时内横跨 1400 公里完成紧急救治的

故事。

《钢铁意志》讲述解放初期，面对

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对钢铁的迫

切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

工人阶级，克服重重险阻，历尽千辛万

苦，成功修复废弃的 2号高炉，在最短

时间内生产出新中国的“第一炉铁

水”，并在技术革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为新中国钢铁事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

截止到 9 月 25 日，即国庆假期前

的最后一个周日，《万里归途》的猫眼

累计想看数突破25万，领跑2022年国

庆档；《平凡英雄》、《钢铁意志》两部影

片亮相较晚，想看数目前分别为2万和

6000；《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则凭

借北影节期间的较早亮相，目前累计

想看已达9.5万，领跑今年国庆档的动

画电影阵营。

猫眼研究院数据分析师刘振飞分

析，由于宣发周期较为紧凑，目前《万

里归途》破25万想看的映前热度，其实

在近几年的国庆档中也不算占优。像

2021 年国庆档冠军、也是中国电影市

场影史票房冠军《长津湖》映前想看突

破 100 万；经历了从 2020 年春节档遗

憾撤档、转战当年国庆的《姜子牙》两

轮宣发，累计想看数更是高达 142万。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映前热度更是全部突破 55
万，呈现齐头并进的势头。

不过从想看日增峰值来看，《万里

归途》定档当日想看新增 2.4 万，高于

《攀登者》和《我和我的父辈》。《新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5》想看日增峰值达到

7000，也是国庆档历史上亲子动画电

影的最佳表现。

在刘振飞看来，想看日增表现较

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影片开画

的票房表现，但是宣发期较为紧凑，

使得今年国庆档可能不可避免地需

要更多依赖进入假期以及假期当日

观众的临场决策。在影片口碑释出

之前，辅助观众进行观影决策的因

素，主要是“题材或类型”、“演员”和

“故事”三方面，从《万里归途》、《平凡

英雄》、《钢铁意志》几部影片的主创

来看，涵盖了张译、王俊凯、殷桃、李

冰冰、冯绍峰、黄晓明、刘烨等知名影

人，阵容颇具吸引力。

本报讯 9 月 26 日，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出

版集团主办，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

心、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海南时代

光彩影视公司、北京环亚幕维影视集

团承办的电影《援疆干部》创作研讨

会在京举行。

国家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电

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文联原

副主席、文艺评论家仲呈祥，中国电

影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阎

晓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

国家电影智库秘书长侯光明，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当代电影》

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中央戏

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武亚军，中国

电影家协会影视创作部主任张弛等

专家学者及原中国建筑装饰集团党

委书记、纪委书记、本片顾问陈锐军，

出品人张熙萌、张建华、陈立雄、陈振

环，导演张忠，制片人王博萧等主创

人员进行了专题研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秘书

长王洋，中组部干部一局一级巡视员

郝志宏，国家税务总局稽察司一级巡

视员李国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总经理张作珍，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

中心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玲，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出版集团副总

经理马梅等参加会议。中国电影家

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主

持研讨会。

据介绍，《援疆干部》剧本改编自

同名小说，通过双线叙事的结构，讲

述了两代人援疆的故事，影片所体现

出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获得了与

会专家的认可。大家一致认为，影片

剧本中不仅有诗情画意的民族风情，

更在时代变迁的起承转合中展现援

疆干部的喜怒哀乐和生活轨迹，富含

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是一

部高立意、接地气并洋溢着平民气息

的优秀作品。

张丕民认为《援疆干部》的剧本

有胸怀、有深度，跨度也很大，承载了

应有的厚重与温情，希望最终能呈现

出一部制作精良、思想精深的好作

品。仲呈祥表示，从剧本可以看出，

主创团队抱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在进

行创作，有生活基础、思想基础、情感

基础，也在朝着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

主义情怀相结合的目标努力。阎晓

明对剧本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有特

点、文学基础非常强、有着很好艺术

追求的电影剧本，以小见大，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宏大的背景，同时又

深刻的反映了时代内涵”。在侯光明

看来，影片通过两代人援疆的故事把

中华民族的文化营养和当代中国的

奋进精神融合在一起，故事情节真

实，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武亚军特

意提到了剧本中蕴含的感情，他表

示，在剧本中，援疆干部对于边疆的

感情，对事业的感情，对人民群众的

感情都得到了丰富的体现。

研讨会上，各位与会嘉宾也对影

片的后续创作给予厚望。王洋表示，

希望影片讲述好滋养人心的新疆本

土好故事，传递好用真心换真情的诚

挚情感，谋划好携手共创未来的美好

图景。郝志宏表示，希望电影《援疆

干部》的创作团队在“10 年磨一剑”

的基础上继续精益求精，打造出精品

力作，为党员和各级干部进行党性教

育提供优秀作品。张作珍表示，电影

《援疆干部》描写的奋斗故事振奋人

心、催人奋进，诠释的积极情感充满

温暖、触动人心，展现的时代精神充

满激情、坚定有力，希望创作团队博

采众长，进一步完善剧本，创造出一

部与时代交相辉映、饱含热情的精品

佳作。

与会嘉宾和各位专家还结合同

类型影片的相关经验和影片创作思

路，分别就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并提出了中肯建

议。以张忠为代表的《援疆干部》影

片主创表示将积极采纳意见，认真做

好影片接下来的工作。

（姬政鹏）

2022年国庆档前瞻：

三部主流大片引领市场
多题材类型提供丰富选择

《援疆干部》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国庆档在近几年实现了长足进步。随着《万里归途》、《平凡英雄》、《钢铁意志》、

《搜救》、《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新灰姑娘2》、《我是霸王龙》等多部影片定档，2022年国庆档序幕正式拉开。

其中，《万里归途》、《平凡英雄》、《钢铁意志》三部影片均为现实题材作品，分别聚焦海外撤侨、紧急救援过程中

的“平凡”英雄和新中国钢铁工业技术探索。首都电影院经理于超说，“这几部电影一定能够有效带动市场，十一黄

金周期间，观影需求是一定存在的。”

业界认为，主旋律题材可以与国庆的节日氛围融合，有效烘托市场热度、提升观影人次；另一方面近年主旋律

电影在创作类型化和拍摄制作工业化方面进行了新的有效探索，通过将主流叙事与类型片元素结合，在表现手法

上引入以小见大的叙事视角，并利用新技术手段进行工业化升级，推动了主旋律影片在国庆档地位的持续巩固。

在娱乐方式多样化的当下，影院

观影仍是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选

择。刘振飞认为，一方面，看电影是

门槛最低的、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对

于好内容的消费形式：没有人数限

制、不需要学习规则，在每分钟三四

角钱的成本下，就可以在座椅上观看

创作者精心打造好的两小时的视听

故事，并且有激发广泛情感共鸣的可

能。选择门槛低、性价比最高，并且

可以在两小时内快速建立共同的话

题，这也体现了电影院观影的另一个

独特属性——社交属性。

而国庆档作为一个重要档期，其

体量仅次于春节档。国庆档具有举国

欢庆的节日气氛，自2019年以来《我和

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充满爱国情怀

影片的上映，也逐渐使得该档期特质

更为显著。

“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培育这些重

要档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说。在他看来，电影是注意力经济，

需要在单位时间内吸引最多数量的观

众走进影院，“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

识并且尊重电影作为注意力经济的基

本逻辑，提早预热营销，制造相关话题

和热度，来引起观众和市场的注意，实

现电影作为注意力经济应有的效益。”

刘振飞认为，从数据角度来看，无

论是国庆档还是春节档，观众在假期7
天平均观影的电影数量，近年很难突

破1.2部/人的瓶颈，80%以上的观众在

档期中只看一部电影。这其实跟档期

上映影片的数量无关，更多还是影片

类型在体现档期特征的同时，也尽可

能地丰富多样，给观众更多的选择。

当然，提升档期内观众的观影频次，一

定不是从档期本身着手，这需要在非

热门档期的平日，也能有热门的优质

的影片持续上映，只有观众平时养成

了多走进电影院的习惯，在时间有限

的档期内，才能多看几部电影，这需要

行业上下的共同努力。

在于超看来，看电影仍是国庆黄

金周文化消费的首选。2019 年以来，

国庆档的票房、人次都表现很出彩，也

是全年电影市场数一数二的好档

期。他表示，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发挥

出黄金周七天电影消费的热情。黄

金周档期的观众观影习惯已经形成，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维护并不断拓展

国庆档的市场效应。

从定档影片来看，今年国庆档覆

盖了剧情、家庭、惊险、战争、工业、动

画、灾难等多种类型题材，加上中秋档

的《哥，你好》、《妈妈！》、《海的尽头是

草原》、《还是觉得你最好》等影片有望

释放长线潜力，有助于覆盖更多观影

群体需求，并使各类型票房结构趋于

均衡。

其中《平凡英雄》以“剧情”作为唯

一题材标签，反映了这部影片更加强

调故事性。该片讲述了一名 7岁小男

孩因事故身负重伤、需要在6小时之内

通过陆空接力进行极限营救的故事，

现实基础扎实，效果紧张揪心。

于超认为，《平凡英雄》属于现实

题材，真实事件改编，从近年来《中国

机长》、《中国医生》等相类似题材类型

的电影表现看，《平凡英雄》也有希望

创下不错的成绩。

《万里归途》除主题材为“剧情”

之外，还具有“战争”的标签。影片

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赤手

空拳的外交官，穿越战火和荒漠，面

对反叛军的枪口，如何带领同胞走

出一条回家之路。战争题材能够体

现电影院的视听效果优势，也是近

年观众乐于走进影院的几个热门题

材之一，带领同胞回国也容易激发

广大观众的家国情怀，适合国庆档

期的观影气氛。所以从题材角度，

《万里归途》“战争”这一标签具有一

定的优势。

于超直言很期待《万里归途》，他

认为影片的故事属于纪实类，主演张

译属于演技派，近年来多部参演的电

影作品口碑都不错。王俊凯在年轻演

员中也是佼佼者。从主创人员的设置

来看，考虑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

由宁海强执导，刘烨、韩雪主演

的《钢铁意志》，是一部少有的工业

题材电影。定档 10 月 3 日的《搜救》

则是一部剧情灾难片，讲述了发生在

长白山一个搜救失踪孩子的惊险故

事。

另外，作为假期观影的刚需，亲子

动画一直都是热门档期的必备内容。

“这次《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5》与

《新灰姑娘2》、《我是霸王龙》共三部于

国庆假期上映，相比2021年包含《皮皮

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在内的真人

儿童电影共五部同档期上映的情况来

说，数量分布更为合理。”刘振飞说。

目前《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想看、

预售包括预排都领跑国庆档亲子市

场，也是近年热度最高的国庆档亲子

动画电影。

◎新主流电影继续担当主角

◎档期效应显著，期待百花齐放

本报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

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的

童年是长大的我们最容易留恋和怀

念的。日前，讲述 80 后、90 后童年

故事的院线电影《某年盛夏》在河北

省邢台市临城县杀青。该片由郭东

旭导演，米圜和轩、王晨迪、冯馨毅

等主演，主要讲述了八岁女孩多金

和小伙伴石头、新燕及姥姥、吴老师

共度盛夏时光的故事。

该片编剧张瑞光是土生土长的

临城人，她说，我自幼热爱影视，也

深深地热爱着生我养我的燕赵大

地，多年来一直想创作一部讲述家

乡故事、展现故乡风采的作品，今

天在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的大力支

持下，电影《某年盛夏》终于如期而

至，心中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同时

她也表示，希望将这部电影打造成

能瞬间让人回到童年的作品，带领

观众一起去重温那段天真无邪、纯

真美好的童年时光，为中国儿童电

影增砖添瓦。

据悉，影片剧本《某年盛夏 骄

阳似火》获首届全国少年儿童电影

剧本大赛优秀奖、邢台市文艺精品

扶植奖、临城县文艺创作繁荣奖。

电影立项拍摄时更名为《某年盛

夏》，全程在编剧的家乡河北省邢

台市临城县取景拍摄，片中的三位

主演多金扮演者米圜和轩、石头扮

演者王晨迪、新燕扮演者冯馨毅都

是在当地选拔而出，他们天性纯

真、甘于吃苦、无私奉献、演技精

湛，为塑造好中国银幕上的少年儿

童形象付出了努力和心血，获得一

致好评。另外，该片还邀请到提爱

民、马瑜遥、武小渊等加盟助力，分

别饰演多金姥姥、吴老师、多金爸

爸，他们的倾情演绎，令影片更加

生动感人、温情脉脉。

电影《某年盛夏》通过多金和姥

姥的亲情相伴，展现了家庭、家教、

家风教育的重要作用；和石头、新

燕的同学情谊，展现了少年儿童纯

真善良、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和

吴老师的师生情，展现了学校和老

师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奉献精

神。同时，通过多金和姥姥几十年

的亲情故事，展现了中华儿女重情

重义、孝亲敬老的优秀传统，折射

出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精神世界

和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谱写出一

曲发展家乡经济、共建美丽乡村的

时代赞歌。

该片由中共临城县委宣传部、

北京九州同映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艺海奇花（邢台）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联合摄制，计划于 2023 年暑期

档全国公映。 （支乡）

儿童片《某年盛夏》河北临城杀青

带观众重温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

◎题材类型丰富为观众提供多样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