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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主义思想，根据中宣部统一部署，

2023 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委宣传

部、北京市电影局在全市范围内

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 万 家 ”公 益 电 影 主 题 放 映 活

动。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农村电影放映

工程项目的服务单位，认真落实北

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电影局通知

精神，全力配合全市十六个区公益

电影放映单位，认真开展此次主题

放 映 活 动 ，扎 实 做 好 服 务 支 持

工作。

北京“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新春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

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精

选《万里归途》、《独行月球》、《妈

妈》、《人生大事》等彰显爱党、爱

国、爱家情怀的优秀国产影片，旨

在 丰 富 基 层 群 众 的 新 春 文 化 生

活，营造欢乐祥和、文明喜庆的节

日气氛，凝聚奋进时代新征程的

强大精神力量。

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节目部根据各区需求，快

速响应，第一时间做好节目统计、

订购、授权和影片片源的拷贝、下

发工作。技术部坚持做好春节期

间技术保障和设备巡检工作，保持

春节期间 24 小时技术支持电话畅

通。基层设备操作业务咨询，在 10
分钟内应答、30 分钟内解决问题；

软件及设备软故障问题，确保在 3
小时内恢复正常使用；设备故障问

题，上门维修，并在 12 小时内解

决，为春节期间全市的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保驾护航。

十余年来，北京世纪东方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积极配合北京

市政府推进和落实农村电影放映

工程，努力协助北京市政府大力推

广 农 村 数 字 电 影 事 业 。 截 止 到

2022年底，在北京地区供应并保障

运行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已达到

3229 台，当年节目订购场次达到

112750 场。同时，院线公司积极配

合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电影局

及北京十六个区公益电影放映单

位工作需求，定期升级换代放映设

备，保障优质服务，积极创新放映

方法，多措并举提质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

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

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

面和适用性。”北京世纪东方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始终

把观众第一、服务至上作为企业生

存发展的生命线，把改革创新、科

技研发作为服务保障公益电影放

映的核心要素，不断提升设备性能

和服务保障能力，让电影成为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中最为活跃、最受群

众欢迎的文化娱乐形式，丰富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离休干部、原北影演员

剧团演员管宗祥于 2023年 1月 13
日凌晨离世，享年100岁。

自 1942年至 2019年，77载时

光，管宗祥为数代观众奉献了形式

广泛的表演，涵盖歌剧、话剧、京

剧、电视剧、电影等。艺术生涯中，

管宗祥先后参演近百部影视剧作

品，被赠以“电影疯人”的雅号，并

饱含真情与积淀撰写自传体艺术

论著《电影“疯人”》、《表演艺术生

涯四十五年》。

早期电影代表作品有：《儿女

亲事》、《新儿女英雄传》、《一贯害

人道》、《赵小兰》、《祝福》等。其后

电影代表作品有：《包氏父子》、《神

秘的大佛》、《小兵张嘎》、《智取华

山》、《骆驼祥子》、《梨园传奇》等近

40部。后期电影代表作品有：《老

炮儿》、《飞越老人院》、《过年好》、

《一切如你》等。

管宗祥毕生塑造诸多经典银

幕形象，每一造像都有入木三分

之神韵，如“老包”、“赵老头”、“卫

老二”、“海能法师”、“伪队长”、

“ 二 爷 ”等 ，为 观 众 津 津 乐 道 。

2005年，荣获第 10届中国电影表

演 艺 术 学 会 金 凤 凰 奖 特 别 荣

誉奖。

（支乡）

本报讯 据长影集团消息，长影

著名电影导演齐兴家，于 2023年 1
月11日在长春去世，享年92岁。

齐兴家，1932年出生，1949年

随东北青年文工团调入东北电影

制片厂（今长影），1979年首次担任

电影导演，处女作《吉鸿昌》获第 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文

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首届中国

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上世纪 80 年代，齐兴家相继

执导了《张铁匠的罗曼史》、《大地

之子》、《街上流行红裙子》、《解

放》等影片。执导了电视剧《雪

野》、《荒野》、《青松岭后传》，其中

《雪野》荣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电视

剧“飞天奖”、第 7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特别奖。

2021年，齐兴家荣获“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 （支乡）

著名电影导演齐兴家逝世

本报讯 著名电影导演、监制何

平，因病于2023年1月10日凌晨在

北京逝世，享年66岁。

何平，1957年生于山西。1979
年开始从事电影工作。1988年，执

导个人首部电影《我们是世界》。

1989 年，执导传记电影《川岛芳

子》。1991年，执导电影《双旗镇刀

客》，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

导演奖。1994年，执导的剧情电影

《炮打双灯》获得第 14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42届西班牙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

主角奖和评委会奖。1995年，执导

剧情电影《日光峡谷》，入围第46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003年，凭借动作电影《天地英雄》

入围第 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

导演奖。2009年，自编自导剧情电

影《麦田》。2015年，自编自导的爱

情电影《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在中

国大陆上映 。

曾监制多部优秀电影作品、助力

培养青年电影人才，曾任中国电影导

演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支乡）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管宗祥逝世

著名电影导演何平逝世

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全力保障北京春节期间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开展

本报讯 近日，由芦苇监制、白志

强导演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发布

定档海报，影片将于2月25日上映。

《拨浪鼓咚咚响》是一部原汁原

味、土生土长的陕西原生态影片，讲

述货车司机苟仁为子寻仇，偶遇寻

找父亲的“熊孩子”毛豆，机缘巧合

之下，二人踏上一段啼笑皆非的寻

亲之旅。海报中，这对“半路父子”

踏鼓而行，上演旅途中一幕幕“同嬉

笑、共患难”的黑色幽默瞬间。

该片曾入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提名亚洲新人奖最佳影

片，1月14、15日，影片在北京、上海、

西安等 6个城市举行了第一波超前

点映，口碑不俗，观众表示：“情节欢

乐、故事动人，小人物的悲欢直抵人

心。” （花花）

本报讯 日前，由王红卫、郭帆监

制，孔大山执导，杨皓宇、艾丽娅领衔

主演，王一通、蒋奇明、盛晨晨主演的

科幻喜剧《宇宙探索编辑部》发布“开

什么宇宙玩笑？”版预告和定档海报，

定于2023年4月1日全国上映。

《宇宙探索编辑部》此前曾在平

遥国际电影展、北京国际电影节夺

得多项大奖，并入围鹿特丹国际电

影节，在各大电影节展映环节中一

票难求，此番定档引发观众一致喝

彩，纷纷表示迫不及待走进影院先

睹为快。

影片讲述了科幻杂志《宇宙探

索》编辑部的主编唐志军（杨皓宇

饰）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于寻找

地外文明。有一天，他接收到了

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

号，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伙伴们，带着那一个困惑他终生

的问题，再一次踏上寻找外星人旅

途的故事。 （花花）

《宇宙探索编辑部》定档4月1日

本报讯 由杨沅翰执导，章若楠、

吴昱翰、吴彦姝、杜晓宇、王成思、王

尧、卜冠今主演，马丽、常远、魏翔友

情出演的爱情喜剧《请别相信她》宣

布将于5月20日全国上映。

影片发布最新海报及预告，白

娜（章若楠 饰）与方耀东（吴昱翰

饰）这对欢喜冤家不打不相识，意外

邂逅碰撞出一系列啼笑皆非、相爱

相杀的故事。新鲜逗趣的故事设

定、轻松欢快的笑料，加上不容小觑

的金牌喜剧阵容，将为大家带来一

场欢乐又治愈的独特观影体验。

（花花）

《拨浪鼓咚咚响》将于2月25日上映

《请别相信她》定档5月20日

本报讯 史诗动画电影《长安三

万里》近日发布“扶摇直上”贴片预

告。预告中，壮美的大唐景象震撼视

听与心灵，少年李白、高适相遇同行，

纵马踏风，胸怀高远，意境辽阔。影

片计划2023年全国上映。

此次发布的“扶摇直上”贴片预

告为观众描绘出了大唐盛世的风貌

与气概。从灯火盈门的市井酒巷，到

长风浩荡的辽阔原野，大唐开元盛世

的璀璨景象，随影片镜头一一映入眼

帘。家喻户晓的大诗人李白与高适，

在预告中初次登场亮相，台词“你我

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让人联想

到李白的名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

摇直上九万里”。本版预告将跟随春

节档部分影片贴片释出，观众可在大

银幕抢先感受到本片的诗意与壮美。

影片讲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数

年，吐蕃大军攻打西南，大唐节度使

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

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

与李白的一生往事。电影以李白和

高适两位大诗人波澜壮阔的生平经

历，以及彼此的情谊为剧情脉络；同

时，众多历史中家喻户晓的著名诗

人、艺术家及爱国将领也会在本片中

出场，共同构画出一幅充满史诗感的

大唐群像画卷。

《长安三万里》由上海追光影

业、浙江东阳小宇宙、天津猫眼微

影出品。

（杜思梦）

追光新作《长安三万里》贴片预告发布

本报讯 即将于 2023 年正月初

一上映的电影《无名》1 月 17 日在

京首映，1月 16日回到拍摄地上海

举办新闻发布会。博纳影业集团

董事长、出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

编剧及导演程耳，领衔主演王一博

亮相现场。

面对媒体抛出的诸多问题。

程耳表示，《无名》是自己“完成度

最好的一次”。领衔主演王一博回

忆拍摄过程，表示“很幸福”。出

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则称：“不看

到最后一分钟，无法解开人物身上

的悬疑。”

发布会上，于冬透露，《无名》

从筹备到上映用了 3 年，我一直相

信程耳导演，知道他一定能交出好

作品。

程耳此次对《无名》亦非常满

意：“这是我拍电影到现在，完成

度最好的一次。整个剧组方方面

面磨合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每一

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留下的遗憾

非常少。”

影片以极具质感和冲击力的影

像，描绘出地下党谍战的故事。程

耳称：“我们通过造型、光线去凸显

每一个角色的魅力，去凸显他们的

心境或行动，收敛或爆发。同时也

用光线去凸显每个场景，服务于每

一次叙事、转折。我们把光用到了

极致，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相信

每个人看了影片都会感受得到。”

《无名》用全新的视角描绘了

孤岛时期的上海。被问及为何对

上海和上海话情有独钟，程耳导演

回应道：“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

电影制片厂，1999 年到 2008 年一

直在上海生活。至于民国的认知，

更多来自于阅读，当读过那些历

史，就会发现上海这个城市是你无

法忽略的。所以我对上海有一种

个人情意。”电影《无名》中集齐了

多种语言，程耳透露：“我们尽可

能地让戏中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

言。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是不

该被放弃的东西。”

北京首映现场，于冬解读《无

名》片名含义，他说，北京西山有

一块无名英雄纪念碑，致敬隐秘战

线上牺牲的无名战士，纪念碑上书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不

忘”，而《无名》的片名正是来源于

此，“1937 年—1945 年的上海，鱼

龙混杂的乱世，这些隐秘战线的地

下党是与魔鬼打交道，他们的危机

感和悬念感已经超越了程耳当年

拍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于冬

说，程耳的创作，就是由“无名”开

始了。他现场祝愿，《无名》票房

大卖，超过程耳导演过往所有电影

的累加票房。

《无名》聚焦隐蔽展现上的无

名英雄故事，以全新的视角为观众

奉上一次视听盛宴。该片由上海

博纳、海南喜悦电影、中影集团、

华夏、阿里巴巴影业（北京）、博纳

影业出品。

（杜思梦）

《无名》回拍摄地上海
于冬：不到最后一分钟解不开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