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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博物馆展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大屏幕

本报讯 2月 4日，在第 24届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一周年之际，中国电

影博物馆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开幕式大屏幕及影视技术系统”捐

赠、收藏与展示仪式。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

影局局长霍志静，冬奥组委总体策划

部部长李森，北京市文物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王翠杰，中国电影博物馆党

组书记、馆长陈玲，党组成员、副馆长

徐维功，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

白崇，朝阳区文旅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爱军，中央戏剧学院特聘教授、数字

媒介高新技术专家闫贤良，中国传媒

大学特聘教授、电影艺术专家丁亚平，

冬奥会开幕式大屏幕系统提供方利亚

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袁波等

参加活动。

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成员、副馆长

冯怡主持仪式，介绍冬奥开幕式大屏幕

及影视技术系统的收藏和展示工作情

况。到场嘉宾与观众一起沉浸式体验

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精彩瞬间的重

现。在大家共同的见证下，冬奥会开幕

式大屏幕捐赠方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袁波将“第24届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屏幕及影视技术

系统”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作为永久

收藏，陈玲接受捐赠并向对方颁发捐赠

证书。

一年前，第24届冬奥会冬残奥会胜

利举办，举世瞩目，成为一场载入史册

的奥运盛会，北京由此成为全球首个

“双奥之城”。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的

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的特色，留下了

大量宝贵的奥运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

物和文化遗产价值，并以科技创新能力

的跨越式发展彰显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为了保护和利用好冬奥文化遗产，

讲好双奥之城故事，做好“后冬奥”文

章，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让

科技奥运走进百姓生活，中国电影博物

馆积极发挥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的

平台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围绕保护和

传承冬奥文化遗产，联合利亚德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内圆厅

实施了冬奥遗产收藏展示项目。其中，

位于圆厅正中的立面显示屏高24米、宽

9.5 米，位于圆厅地面的异形显示屏为

695 平方米，两者总面积近 923 平方

米。观众可在此重温北京冬奥的精彩

瞬间。

（姬政鹏）

本报讯团圆是春节文化的内涵，成

都市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让春节文化更

加立体，在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部署下，在

各级区（市）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作为线下重要文化展映活

动，成都金沙院线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

司根据各区（市）县实际情况认真规划，

合理安排了“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迎新春优秀国产电影展映”公益电

影主题展映活动。现阶段，展映活动仍

在全市23个区（市）县热闹开展。

结合春节文化，在群众贴春联，写

福字，悬挂中国结，迎福迎祥之际，为群

众送去了优秀国产电影；《万里归途》、

《妈妈》、《独行月球》、《跨过鸭绿江》等

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积极向上的优秀国

产大片如期在成都市行政村、社区、公

园绿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点位开

展新春放映活动；丰富了春节文化活

动，滋养了成都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了农历春节美好生活图景，营

造了喜庆祥和文明安全的节日氛围。

夜幕中，家人团坐观影，天虽冷，情

却暖。返乡团聚的新津区青年张先生激

动地说：“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

和政府贴心的春节安排，没想到坝坝电

影也能放这么新的电影，更没想到这个

年代了还有这么多观影群众看坝坝电

影。放映现场还遇到了很多老朋友，聊

了很多以前的事，非常有意义。”

新春佳节之际，金沙公司在安排的新

春放映工作会上强调今年春节以丰富群众

的节日文化生活为目的，以保障放映质量

为抓手，提升惠民服务质量；影片以大片、

新片为主，旨在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让

群众过年心里暖，助力营造积极健康、欢乐

和谐的节日氛围。

公益电影作为文化惠民活动，金沙

公司始终坚守一线；统筹安排活动，切

实保障活动的安全落地。从 1 月 18 日

开始，金沙公司上百支放映队，根据计

划安排，每日定点出发，前往各个点位

开展电影放映工作。截至 2 月 1 日，已

在成都市全区域放映了590余场电影。

（蔡丽丝）

公益电影新春展映活动展现成都文化魅力

本报讯 近日，由张艺谋执导的电

影《满江红》首次发布正片片段，张大

（沈腾 饰）、孙均（易烊千玺 饰）陷身

囹圄面对生死抉择，“舅甥”二人第一

次开诚布公坦陈心志，张大跪求孙均

为家国大义舍命一搏，孙均将如何抉

择？悬念感十足。

《满江红》是沈腾、易烊千玺的首次

银幕合作，近日发布的“忠义有继”正片

片段中，两人演技细腻，传递出各自角

色及电影的更多信息。电影中的这一

片段场景发生在破晓之时，是电影中重

要的情节与时间转折点，经过一个时辰

的暗夜较量，沈腾饰演的张大的身份之

谜终于揭晓，片段中的他全无之前的狡

黠圆滑，神情坚定、言辞恳切地请求孙

均为传承忠义一搏，而易烊千玺饰演的

孙均也褪去了杀伐冷漠的伪装，流露出

压抑内心多年的煎熬，忍辱负重背负多

年骂名的他能否重拾热血初心？天光

大亮，终局之战即将到来。

《满江红》自上映以来收获了超高

关注和不俗口碑，故事以小人物为切

口，通过层层谜局中人心与人心的交

锋，生死悲欢的种种演绎，展现底层人

民对于家国大义的坚守与忠诚，有血有

肉的人物群像和热忱澎湃的情绪传递

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电影最后的全军

复诵场面让人热血沸腾，勾起了观众内

心的强烈共鸣，引发观影热潮。

影片由张艺谋执导，陈宇、张艺谋

编剧，沈腾、易烊千玺担当双男主，张

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

潘斌龙、余皑磊主演，郭京飞、欧豪友情

出演，魏翔、张弛、黄炎特别出演，许静

雅、蒋鹏宇、林博洋、飞凡、任思诺、陈永

胜出演。由北京欢喜首映文化有限公

司、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艺榭（青

岛）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欢十喜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黎枫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羊踯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麦

塔维艺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出品，天

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天津猫眼微影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主控宣发，正在全国院

线感动热映中。

（赵丽）

《满江红》发布首支正片片段
沈腾易烊千玺诠释忠义之传承

本报讯 从除夕到年初六，为

时七天的 2023 年春节档（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正式落下帷幕。

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3 年

春节档电影票房为 67.58 亿元，观

影人次为 1.29 亿，国产影片票房

占比为 99.22%。《满江红》、《流浪

地球 2》、《熊出没·伴我“熊芯”》分

列档期内票房前三名。

与往年同期相比，2023 年春

节档影片类型多元、创作专业特

征凸显。上映的六部影片既有契

合春节档合家欢观影需求的喜

剧、动画类型，同时涵盖了悬疑、

科幻、谍战、历史等更多元题材元

素，充分满足了档期观众的细分

观影需求。

春节前，湖南省电影行业协会

落实湖南省电影局的部署，组织

协调湖南电影频道、红网、淘票票

等单位，联合开展了“一起看电影

欢 乐 过 大 年 ”春 节 观 影 宣 传 活

动。从 1 月 15 日开始，在红网进

行 6 期专题报道，并播发专题宣传

视频。湖南电影频道拍摄专题宣

传片，滚动播放；《说说电影》栏目

将播出 9 期影院经理说电影节

目。淘票票 APP 在首页为活动制

作宣传页面和影

院页，推出买一赠一活动等。

同时，潇湘电影集团、楚湘院

线、潇湘院线、潇湘影投、芒果影

业、乐田娱乐、万达、横店、中影、

CGV、金逸、博纳，以及湖南电影

频道、当燃影业、景想传媒、湖南

银联、湖南电影通等单位的公众

号视频号都联动转发。

这次春节观影宣传活动，对推

动影院人气回升，吸引更多的观

众走进电影院，享受电影带来的

娱悦，促进行业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 （赵丽）

本报讯 2 月 6 日，由邓超、俞

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

博文、蔡宜达、丁冠森、孙浠伦、阿

如那等领衔主演的电影《中国乒

乓之绝地反击》发布“技能卡”版

预告与“角色卡”版海报，影片中

的“魔鬼教练”带领男乒“五虎上

将”绝地反击，热血高燃的少年感

溢出画面。影片将于 2 月 14 日激

情点映，2 月 17 日正式上映。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讲述

在男乒被“欧洲列强”碾压的 90 年

代初，留洋教练戴敏佳请缨回国，

带领新兵老将在天津向“列强”发

起反击，拯救男乒的故事。男乒

的寂寞无敌，在那传奇一夜奏响

序曲。2 月 5 日，影片在中国电影

资料馆举办“再出发，更团圆”元

宵节见面会。影片导演之一的俞

白眉率演员许魏洲、段博文、蔡宜

达、丁冠森、王西，以及电影现场

乒乓指导李李子一同亮相。

2 月 6 日发布的“技能卡”版预

告一改以往预告中对于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的塑造，更多展现了

主教练带领的男乒“五虎上将”独

特的个人魅力与热血燃点，“五

虎”身上的拼劲与少年魂在预告

中一览无余——在激情四溢的

“安利”声中，技术全面、个人能力

最为突出的“定海神针”白民和，

发挥稳定、也是队中老大哥的“开

路先锋”黄昭，雪藏四年、关键时

刻作为奇兵出场的“秘密武器”龚

枫，颜值破表、球风飘逸的“少女

杀手”董帅，以及年纪轻轻就显现

出大将风范的“国之重器”侯卓翔

先后登场，在“魔鬼教练”戴敏佳

的带领下高燃集结“对狙”世界高

手。“五虎”的青春活力为紧张刺

激的比赛增添了独特的热血与燃

爽之感，一代国乒健儿的少年魂

呼之欲出。

同步发布的“角色卡”海报更

将这种热血燃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整套海报以中国红为主色

调，主教练与“五虎”的战袍融入

这一抹中国人独有的激情与热情

当中。仿佛超级英雄行将启程

“打怪”，加之影片的宣传语“成为

大魔王之前，是打不死的小强”更

述说出男乒健儿的少年力量。“五

虎”即刻成团，高燃集结“对狙”世

界高手，看到海报让人不由得大

喊一声“飒”。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电影《深海》在

京举办特别观影，众多动画从业

者到场支持。导演田晓鹏针对影

片热点问题进行真诚回应。《深

海》是动画人“手工业”式探索中

国动画“工业未来”十分必要的一

步：中国动画与世界动画强国间

的技术差距客观存在，《深海》在

技术上的探索，希望能实实在在

帮助更多有才华的动画人“少踩

坑”。田晓鹏称：“到那一天，新的

动画人不用再为技术困扰，在艺

术和表达题材上探索尝试就好

了。我们前人走的路，我觉得是

有价值的。”

观影现场，许多从业者向导演

田晓鹏以及电影《深海》表达了自

己的敬佩。前维塔特效技术指导

张帆评价：“不管从哪个方面，放

眼全世界都算是顶级制作”，并提

到“第四次看依然很感动”。曾获

第 53 届台北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

奖的视效指导刘松（《寻龙诀》、

《一九四二》）也评价深海为“放在

全世界也不弱的顶级电影”，且

“所使用的特效技法真的能够服

务于影片”。

田晓鹏针对“顶级制作”，也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

动画并非不缺技术：“我们与世界

动画大国的技术差距是真实存在

的，国内的动画人才还太少。如

果你想做很好的毛发、或者海洋

效果，在国外有很多开发人员。

虽然我们最后做出来可能差不了

太多，但背后是这些人花了多少

年、熬了多少夜、熬垮身体才能出

来的效果，我不希望以后是这样

的状态。”

田晓鹏希望《深海》在技术上

的探索能为未来更多动画人才

“铺路”：“没有技术支撑的话，中

国动画未来的路不会很长。我们

比很多年轻的、有天赋的导演有

更 好 的 资 源（来 做 技 术 上 的 探

索），我们踩过的坑、吃过的亏，不

希望他们继续踩，我们可以替大

家多担待这些东西。到那一天，

新的动画人不用再为技术困扰，

在艺术和表达题材上探索尝试就

好了。我们前人走的路，我觉得

是有价值的。”

诚然，《深海》是一部用七年

时间“小米加步枪”式死磕出来的

作品，田晓鹏称“我们中国人有自

己的智慧，以现在的动画工业基

础，没法跟动画大国比很硬的东

西，但我们会找到自己的方法”。

《深海》正是这样一部流淌着东方

情感的作品，它是中国动画人“手

工业”式探索中国动画“工业未

来”十分必要的一步。

《深海》由《大圣归来》导演田

晓鹏历时七年筹制，十月文化、彩

条屋影业出品。 （影子）

本报讯 电影《无名》正在持续热映

中，近日，影片在北大进行特别放映，主

创程耳、黄磊，以及特邀嘉宾贾樟柯来

到现场与师生互动交流。

现场氛围异常热烈，不少北大同学

特意从家乡赶来参加对谈，以犀利的问

题进行交流，为大家展开影片更多不同

的视角。几位嘉宾深入探讨了关于影

片的诸多争议，并为中国电影送上诚挚

的祝福。贾樟柯称赞《无名》：“看到这

部作品和导演，最终对我来说转化成一

种喜悦，这个和中国电影未来的可能性

有关，一批认真的人尝试不同的可能

性，中国电影就会越来越好起来。”

《无名》上映至今，票房已超过8亿，

影片口碑及预期总票房仍在提升。面

对《无名》相关的各种争议，程耳导演坦

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影片褒贬

不一的评价，他表示全盘接受：“希望未

来的作品能站到更大的视角，抚慰到更

多观众的心灵，作为电影人应有着谦卑

的灵魂，传递质朴的情感。”

作为导演的多年好友，主演黄磊向

透露了程耳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在生

活上很粗，吃什么都随意。但在拍戏的

时候却很细，每个角色身上都没有废的

笔墨。”虽然《无名》被部分观众认为不

够合家欢，但贾樟柯导演表示自己在电

影院看得很欢：“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

的多种可能性、猜想，会带给我们很多

愉悦的东西和思考。我目睹了《无名》

的酝酿、完成，程耳导演的作品有着超

越经典叙事的更强的感染力。”

《无名》对谈现场几乎座无虚席，很

多北大同学已是“二刷”影片，仍被程耳

导演的美学造诣惊艳。

有同学关注到影片对于“家乡的土

地”进行了多次刻画，贾樟柯对此展开解

读：“旧上海往往使人想起灯红酒绿、摩

登世界，实际上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思想

家、革命者的家庭都是农家子弟，土地揭

示了衣冠楚楚的人背后的身份转变，和

他们的前史。这一点也正是《无名》与其

他谍战、旧上海题材影片的不同之处。”

还有同学关注到黄磊饰演的角色

是片中唯一穿长袍的人，原来这样的细

节也是导演别出心裁的设计：“张先生

身处新旧时代的融合点，既背负着旧道

德，又要面对新道德，所以能在影片中

看见他既穿过长袍、又穿过西装。”足见

程耳对影片细节设计之严谨。

对谈的最后，贾樟柯再次表达了对影

片的喜爱：“《无名》出现的人物很多，但每

一张脸都符合我们对于40年代的想象，

可以说没有一张脸跳戏。”

（杜思梦）

2023春节档湖南电影总票房超2.2亿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发布预告
“国乒五虎”身怀绝技

电影《深海》：7年“手工业”式探索

贾樟柯盛赞《无名》：

在春节档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

程耳（左）、贾樟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