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6 中国电影报 2023.02.08
责编责编::李霆钧李霆钧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本报讯 2 月 3 日，为庆祝中国农

历兔年春节和元宵节，由华狮电影公

司与罗马尼亚快乐院线、电影城院线

共同举办的中国电影日活动在罗马

尼亚布加勒斯特快乐影院拉开帷

幕。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大使韩

春霖受邀出席开幕式并致贺辞。主

办方快乐影院代表蒂玛、罗著名影评

人尼斯托尔参加活动并发言，使馆文

化参赞张丽丽、罗政府部门代表、文

化界人士、友华组织代表、华人华侨

等近 80 人参加活动，罗马尼亚国家

电视台、Protv电视台等十余家当地媒

体及电影资讯平台对活动进行宣传

报道。

韩春霖首先感谢主办方为准备

这份充满“年味儿”的新春贺礼所做

出的努力，并对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指出，中罗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

长，70多年来文化交流与合作十分密

切，电影交流更是如此。韩春霖以其

少时观看的《齐普里安·波隆贝斯库》

等罗马尼亚老电影和在华公映的《医

者仁心》等新电影为例，全面介绍了

中罗电影交流史及其新突破。

他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电

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

式，可以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边界

去传递情感。此次电影日活动是中

罗两国首次以全商业模式开展电影

合作，是中国电影首次在罗当地电影

院线商业发行放映，为未来文化交流

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渠道。希望

罗马尼亚观众可以通过电影感受中

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代的发展，感受一

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感受中国

人民意气风发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

状态和价值追求。

尼斯托尔对中国电影周在罗马

尼亚的开幕表示祝贺。她表示，通过

电影可以学习语言和文化，进而了解

一个国家。她希望罗马尼亚广大观

众能够通过此次电影节更好地了解

现当代中国，并对罗中两国电影界继

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寄予厚望。蒂玛

对来宾表示欢迎，期待更多的当地观

众走进影院，看一看中国电影，感受

中国电影的魅力。

蒋燕鸣代表华狮电影公司向观

众致以新春祝贺。他表示，很荣幸为

罗马尼亚观众带来六部精彩的华语

电影，这是华狮首次在东欧地区进行

商业电影的放映。希望通过电影与

更多国家的观众进行文化交流，增进

友谊。

开幕式活动上还放映了纪录片

《天工苏作》，与会嘉宾在热烈喜庆的

节日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与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繁荣，

活动气氛在“欢乐春节”吉祥兔的抽

奖环节中达到高潮。

此次中国电影日活动由华狮电

影、罗马尼亚快乐影院、电影城院线

于 2 月 3 日至 9 日开始在罗马尼亚首

都布加勒斯特、2023 年“欧洲文化之

都”蒂米什瓦拉、克卢日·纳波卡、康

斯坦察、布拉索夫、雅西等六个主要

城市的影院举办，《天工苏作》、《世间

有她》、《峰爆》、《铁道英雄》、《遇见

你》、《中国机长》共六部华语影片强

势登陆罗本地商业院线。观众通过

院线网站和影院售票方式购票观影，

电影日活动结束后，将根据观众的喜

好程度，继续在部分城市延续上映。

据悉，华狮推动在罗马尼亚放映

中国电影只是第一步，不久后，还将

在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等东欧国家推动中国电影的商业

上映。

（影子）

华狮助推中国电影走进东欧

中国电影首次在罗马尼亚举行商业放映
2023海浪电影周将于5月举行

本报讯 近日，2023 海浪电影周

宣布拟定于 5 月在阿那亚·黄金海

岸举行。本届海浪电影周将延续

“海浪学堂”、“海浪荣誉”、“海浪产

业”、“海浪沙龙”、“海浪生活”五大

板块，聚焦优秀的商业化、市场化

影片，为电影爱好者构建专业且活

跃的对话空间，为年轻创作者搭建

起沟通业界的桥梁，为电影市场扬

起新的浪花。

“海浪学堂”以观看的方式复苏

影像中潜藏的意义，摸索时代的脉

搏，叩问生活的答案。2023 年，“海

浪学堂”将继续发掘并探讨影像语

境中的当下议题，并尝试更为多样

化、更具创新性的形式，丰富展映

内容与观影场景，将草地、沙滩、剧

场、影厅变成光影与思想汇聚的空

间，使观影成为一种场景适配的、

思维活跃的特别体验。

“海浪沙龙”板块秉持开放、平

等、多元的理念，希望构建“真正的

沟通”。具有导演、编剧、作家、学

者、影评人等不同身份的嘉宾将在

此展开对话，围绕电影但不囿于电

影，探讨当下的生活，找寻时代流

转中的规律，与海浪电影周嘉宾一

同在思维的碰撞中唤醒影像的第二

重生命。

“海浪荣誉”聚焦新视野和新表

达，专注发掘具有商业类型片潜质

的年轻创作者，为其搭建独属的展

现平台，并铺展真实有效面见产

业、走入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去

年板块内长片荣誉、短片荣誉、命

题荣誉单元的征选中共有 24 部短

片入围，其中 5 部获奖，荣誉名单将

在今年的荣誉典礼公布。今年，创

作者将有机会参与到新设立的扶持

计划中，获得后续创作的灵感与技

术支持。

“海浪产业”专注于创制力量与

产业资源的有效链接，与行业共生

并行。今年的海浪产业将发挥更多

维度的平台力量，加深文学与电影

的联结，为青年导演提供更为完整

的互动与实践机制。“从文学到电

影”单元，在文学作品推介之外，将

选取文学作品，邀请青年导演进行

短片改编拍摄，短片将与文学作品

一同于电影周期间与产业嘉宾见

面，为文学改编这一影视创作通路

提供更为具象的探讨样本。与此同

时，还将推出海浪电影周青年导演

扶持计划，链接行业力量，为入围

荣誉单元的青年导演提供长片创作

辅导、样片制作资助、搭建产业沟

通渠道等多维度的扶持帮助。

“海浪生活”将持续拉近电影与

公众的距离，将多种艺术形式融入

日常生活，激发人们的创作灵感和

生活热情。今年的海浪生活将在更

多维度打造聚合光影的“特别节

日”，紧密围绕电影周日程，准备丰

富多彩的生活艺术活动。与去年相

比，增加主题酒会、可视电台等活

动，深度调动公众参与内容共创，

打造别具风格的度假场景及艺术体

验。 （影子）

本报讯 近日，香港国际电影节协

会宣布演员郭富城将担任第 47 届香

港国际电影节大使，并曝光了影节主

题海报。

郭富城已经连续第五年担任香港

国际电影节大使，对于这一身份，他表

示非常荣幸且任重道远。他认为无论

是与观众们还是与同行们见面，面对

面的交流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主题海报则以白鹭作为主题，六

只白鹭在海面上展翅飞翔。据悉，第

47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延续实体及网

上共同进行的混合模式，将于 3月 30
日至4月10日举行。 （花花）

本报讯 由王兴东担任艺术监制、

编剧，雷献禾担任总导演，卢奇联合导

演，张勇总制片，黄平担任制片人的重

大革命题材人物传记电影《邓小平小

道》2022 年 12 月 22 日荣获爱尔兰第

10 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SRIFF）
“最佳影片”大奖，这是该片在北京国

际电影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摘得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桂冠后，

再次在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影片”最

高荣誉。

爱尔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是国

际知名电影节，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曾在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评委会大

奖、最佳编剧奖的中国电影《阿拉姜

色》2019 年获得第 7 届爱尔兰丝绸之

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演

员奖。2020年，温碧霞凭主演的电影

《堕落花》荣获第8届爱尔兰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本次内地影

片《邓小平小道》获得最佳影片，系该

电影节成立以来中国电影首次获得这

一殊荣。

爱尔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对影

片《邓小平小道》（A MAN OF THE
PEOPLE）的颁奖词：“雷献禾执导了这

部情感丰富、富有教育意义的政治影

片，讲述了一位为了确保人民的美好

未来而能够忍受苦难的伟人。这部电

影是至臻娴熟电影拍摄技巧而创造的

杰作，因其精妙的导演手法和强大核

心表演技艺而获得巨大成功，这是电

影制作的最高境界。”

（花花）

《邓小平小道》荣获SRIFF最佳影片

第4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发布主题海报

本报讯 由王雷、刘畅、傅子恩联

合执导，娟子编剧，李小冉、李乃文、周

依然、周奇领衔主演，宋春丽特别主

演，孙浩、齐欢、任帅、王维唯、张衣、吴

思雨、许淇杰、张奕聪、王子桥、葛晓

凤、李洛伊主演的年代生活剧《我们的

日子》于 2月 6日在CCTV-1黄金时间

开播，爱奇艺全网独播。

该剧跨越近二十余年的时间，将

镜头聚焦到三个家庭两代人的生活之

间，透过小人物的日常展现多元生活

群像，描绘社会变迁。主创团队力求

真实还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故

事。不论是斑驳的红砖瓦房还是颇具

时代印记的百年老厂，都充满浓厚时

代气息；剧中出现的道具如木质电视

柜、老款彩电、甚至是一闪而过的床头

摆件都为道具组至各方收集而来的

“真品”；角色的服装在还原真实的基

础上，还尽力展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先锋潮流。

在2月3日举办的影评人、媒体超

前观剧活动上，多位业内人士在映后

给出高度评价，纷纷表示可以窥见时

代的印记。影片主创也亮相现场进行

了交流互动，当问到刘淑霞的扮演者

李小冉对角色的理解，她表示：“刘淑

霞很像我小时候眼中的妈妈，这是我

演的比较接地气的一部戏，更有一点

像生活中的我，演起来比较过瘾。”出

品人徐佳宁也表示：“这个剧都是一些

生活当中的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应该

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

的。”

活动上媒体提问王雷导演，本剧

对年轻观众来说是否有情感理解门

槛。导演对此做出解答：“无论哪个年

代，人们对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是共通

的，我们只要拍出真情实感，就可以跟

观众有共鸣。”活动最后，爱奇艺版权

合作部总经理、制片人王晓燕对这部

剧做出寄语：“希望我们的观众看完这

部剧后，都能找到自家人的影子，爱别

迟，孝别等，常回家看看。”

（姬政鹏）

本报讯 2月 4日，电影《拨浪鼓咚

咚响》在北京举行全国首映礼。影片

由著名编剧芦苇监制，青年导演白志

强执导；讲述货车司机苟仁和留守儿

童毛豆“不是冤家不聚头”，踏上为毛

豆寻父之旅，并渐渐情同父子。这对

“半路父子，在寻人途中上演了一幕幕

或幽默、或苦涩、或温情感人的公路轻

喜剧。

《拨浪鼓咚咚响》采用“全素人”演

员阵容，片中留守儿童毛豆的扮演者

白泽泽是从当地村里“海选”出的男

孩，货车司机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则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虽是“本色出

演”，他们的表演却得到在场观众盛

赞。观众在映后交流环节纷纷提到两

位主演的出色演绎：“完全无法想象他

们没有经过表演的专业训练”，“他们

身上自有的生活气息增加了故事的可

信度”，“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演技’，

因为他们是‘活’的，他们就是那么真

实。”关于如何表演某场哭戏的问题，

白泽泽笑称“这是一个悲催的故事”，

“当时哭不出来，导演（在我脑瓜上）弹

了一下，把我给弹哭了。”小演员真诚

而幽默的回答令现场笑声不断。

首映礼现场，《流浪地球》、《流浪

地球 2》编剧杨治学表示自己很喜欢

这部电影，“（这是）很优秀的现实主义

电影。剧作、影像、表演方面都能看出

创作者的成熟和诚恳，最大的优点是

现实细节极其到位而且没有刻意去放

大消费苦难，以喜写悲，让人观感颇

佳。”

编剧史航分析了片中的生活化细

节，并表示“这个片子的好处是有‘黏

度’，让我不知不觉地就‘飘’到你们那

边去了。”他呼吁观众要为《拨浪鼓》多

发声，让这部电影走得更远：“看到这

部电影的人要尽量多说话，平时你喜

欢一个片子跟 3 个人说，但这样没有

明星流量的电影，你可能得跟30个人

说才有1个人来看。”

这场北京首映礼也是《拨浪鼓咚

咚响》全国路演的起点站。从2月4日

起，主创团队将来到包括上海、南京、

杭州、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长沙、重

庆、济南、合肥等近20个城市，与观众

零距离交流。

影片目前正在全国百城超前点

映，各地观众反响热烈。该片将于 2
月 11 日起开展新一轮的全国点映，2
月 25 日全国公映。相信在春节档的

“大鱼大肉”之后，将为观众带来一道

风味独特的“爽口小菜”。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正在爱奇艺、腾讯

视频、优酷热播的武侠电影《天龙八

部之乔峰传》举办英雄会暨北京见

面会活动。

《天龙八部之乔峰传》是以金庸

经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为基础创

作的围绕乔峰展开的武侠电影，通

过“聚贤庄大战”、“镜湖风波”、“乔

峰大战慕容复”等故事情节展现一

代大侠乔峰的成长与蜕变。谈及创

作初衷，甄子丹表示：“我要拍一部

中国的武侠片，哪怕观众没看过金

庸的作品，他都能感受到中国武侠

片的魅力，所以我才拍了《天龙八部

之乔峰传》。”作为监制，王晶用“又

爱又恨”形容此次与甄子丹的合作：

“子丹是我合作那么多武术指导里

面特别用功的，他不愿意收工、不容

易满足。”

电影中，酣畅淋漓的打戏，刀光

剑影的江湖纷争，在演员们精彩的演

绎下，共同呈现一段江湖风云。众演

员解读角色，并与现场的观众分享了

拍摄时的经历与心得体会。吴樾表

示：“动作演员演武打戏是非常艰苦

的，不光是身体的辛苦，心理也很辛

苦，因为有些设计的动作如果完不成

的话就会很难受”。饰演阿碧的蔡祥

宇与饰演段誉的赵华为纷纷表示“电

影圆了自己的武侠梦”。

电影不仅在线上火爆，在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院线上映后多地

票房领跑，不仅夺得马来西亚贺岁

片票房冠军，也成功登顶新加坡华

语贺岁电影票房首位。美国影视集

团迪士尼旗下的流媒体平台 Disney+
宣布已购入这部电影，线上播放版

权销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

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

越南等十数个国家及地区。

现场，总出品人朱玮杰谈及武

侠初心时表示，自己曾与金庸先生

相处过一个月的时间，这次的作品是

时隔近 20 年的一次致敬。对于现场

及海内外影迷的呼唤，朱玮杰现场讲

到：“我们看到了流媒体电影的无限

可能，因此我们后面还会再做类似这

样的作品，也期待着明年、后年的春

节档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影子）

《天龙八部之乔峰传》办英雄会活动

年代剧《我们的日子》获业内点赞

公路喜剧电影《拨浪鼓咚咚响》全国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