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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画 刘松柏 作 西安市长乐东路空军工程大学绿化队

本报讯 动画电影《江南》将于 9月 27
日在全国影院正式上映。影片近日发布

“军械”版海报，随着公映日的临近更多悬

念逐渐拉开。

《江南》9月20日开始的点映提前掀起

观影热潮，短短周末三天已经收获众多好

评，这部题材独特的影片引发首批观众热

议，而包括首艘“万吨大驱”在内的众多“国

之重器”的大银幕首秀也瞬间燃爆全网。

《江南》由 SMG尚世影业和中船文化

传媒联合出品，作为第一部民族重工题材

动画电影，军工家庭很自然地成为了它的

首批主力观众。

影片从一个机匠的视角展现中国百

年军工图强之路，令提前观看点映的军工

从业者无不为之共情。看完影片的观众

自豪地说：“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

大的国家，因为有了无数‘大国工匠’才成

就我们伟大的制造业。”

同样在上个周末，《江南》还吸引到了

军事、历史爱好者等众多不同人群抢先购

票观影，这些观众对于影片都有着不同维

度的兴奋点。

包括近百位知名军事博主在内的军迷

群体对于《江南》的上映期待已久，趁着点映

的机会，他们在上个周末专程去到全国各地

的影院只为先睹为快。

影片中机匠师父所说的“国之强大断不

可缺国之军械”引发军迷感慨万千，对于武器

军械的细致刻画让他们兴奋不已，除了对制

造局、铁甲舰和格林快跑等等的高度还原，

首艘国产“万吨大驱”的大银幕首秀更让影

厅发出惊叹，影片暗藏的大量军事彩蛋已经

在微博上掀起了一波解谜热，很多影迷意犹

未尽只待“二刷”。 （影子）

本报讯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北京电影学院与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将于 9 月 21 日至 10 月 15 日在朗空

美术馆联合主办《九平米》跨媒体艺术

展。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北

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孟禄丁，画家徐红明等参加

本次开幕式。

《九平米》跨媒体艺术展通过动

画、实验影像、新媒体影像等在形式和

内容上的碰撞，为参与者提供一场多

元化、开放性、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其

中实验影像板块——《秋实》是孙立军

导演的全球首部 8k水墨动画作品，这

是一部将中国水墨画“兼工带写”绘画

技巧与3D动画、8k影像技术相结合的

动画片，为电影艺术表现形式提供更多

前沿技术探讨；新媒体影像板块——

《夏日坊口记》是今年在坊口村创作的

即兴电影系列纪录片。即兴电影是孙

立军提出并已实践多年的一个美学概

念，指创作者对电影的直接创作，它相

比一般客观纪实的纪录片更加主动

（有创作人员的主动介入），相比一般

的剧情片又更加真实。《九平米》展同

样属于纪录片内容的一部分。《夏日坊

口记》放映中，通过互联网影像直播装

置，让该村与位于北京的展览现场进

行连通直播，将村民与参观者联动起

来，重新为山村注入活力。

据悉，主办方将联合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协同发起善款募捐活动，募集

而来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投入坊口村面

向77岁以上老年人开放的乡村公益食

堂建设，助力坊口老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刘琤琤）

本报讯 9月21日，建业·华谊兄弟

电影小镇举行了首映礼，并于 9 月 22
日开门迎客。

华谊兄弟创始人、董事长王中军，

华谊兄弟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

CEO王中磊，华谊兄弟董事、文化旅游

业务板块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王夫

也，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等亮相首

映礼，并一同入园游览体验。

王中军在致辞中表示：“建业·华

谊兄弟电影小镇是华谊兄弟旗下第四

个投入运营的实景娱乐项目，也是华

谊兄弟实景项目矩阵布局完成的重要

里程碑之一。我希望建业·华谊兄弟

电影小镇不仅可以成为河南城市文化

旅游的新名片和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

新窗口，同时也能为区域经济的创新

发展和可持续增长贡献力量。”

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坐落于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地处郑汴

洛黄金旅游带中心位置，覆盖中原城

市群游客。电影小镇从本土文化出

发，从沉浸式电影场景出发，以电影主

题演艺为核心，致力于打造集电影互

动游乐、电影文化体验、电影主题客

栈、民俗和非遗体验等于一体的沉浸

式电影潮玩地。

项目一期包含两条街区电影大道

和太极街，电影大道以上世纪初的老

郑州为创意蓝本，将郑州商埠初开时

代的老建筑一一恢复，又将电影历史

文化和电影工业幕后转化为可以互动

体验的内容，巧妙融入街道之中。

太极街全景复原于电影《太极》，

原电影美术设计出自奥斯卡得主叶锦

添先生之手，古朴的中原民居与西洋

机械特洛伊对望，太极功夫和蒸汽朋

克混搭，演绎出一个中西文化交融、传

统现代并存的大时代氛围。

华谊兄弟自2011年开始布局实景

娱乐，是国内最早布局实景娱乐业务

的影视娱乐公司。依托“华谊兄弟”品

牌价值及丰富的影视作品版权储备，

以“原创电影 IP+地方特色文化”的融

合方式，创新性地打造出具有中国特

色的电影文化旅游业态。

经过多年开拓，华谊兄弟已在全

国多个主要旅游城市完成布局，其中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于

2014年6月7日开街，是华谊兄弟首个

投入运营的实景娱乐项目；华谊兄弟

电影世界（苏州）于2018年7月23日开

园，是华谊兄弟旗下首个电影主题公

园、也是中国首个依靠自有 IP打造的本

土电影主题公园项目；华谊兄弟（长沙）

电影小镇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开园。

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作为第四个项

目投入运营，标志着华谊兄弟实景娱乐

项目矩阵正式成型，未来其整体联动效

应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影子）

本报讯“第十九届全国院线

影片推介会”9 月 24 日在“功夫之

乡”广东佛山启幕，作为中国电影

行业内部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推

介会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促进产业

规范、健康发展。

此次推介会，除了众多优质国

产新片集中亮相外，北京凤凰飞鱼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凤凰飞

鱼）也作为受邀方，携最新技术“飞

鱼快传”助力推介会。据介绍，这

是继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十八届院

线推介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第 28
届BIRTV之后，凤凰飞鱼的又一次

行业亮相。

革新电影拷贝传输，创造 5G
快传体验。飞鱼快传产品提前拥

抱5G技术，以先进的技术优势，搭

建了一个基于互联网大文件传输

技术的影片分发传输平台，为各大

影院提供安全、便利、高效、经济的

片源传输保障服务。该项技术服

务，形象地说它是一个贴心的“空

中邮递员”，可以把线下人工快递

拷贝这个环节转到互联网线上传

输，解决影片如何快速、便捷、高效

又安全到达影院终端。同时还具

有终端数据管理功能，手机上就能

实时查看接收状态。这不仅节省

硬盘拷贝成本、快递成本，减少人

工环节，也不用回盘。

与此同时，它还是个外挂硬

盘。其安装在影院的终端硬件产

品——飞鱼快传 Box 会自动接收

影片并存储，使用上就像移动硬盘

一样方便。

此外，它也是个AI邮箱，即使

7*24小时无人值守，依旧能分分钟

自动解决一键分发，自动接收、存储

和清理相关片源。

9月25日，飞鱼快传的线上传

输功能将亮相佛山推介会，邀请全

国各大院线、影投公司以及各大片

方共聚一堂，互通有无、交流观点，

为国产影片发展建言献策。期间，

飞鱼快传还将推出为期三天的展

览，带你全方位体验网络分发传输

技术的魅力。 （木夕）

本报讯（特约专家 王瑞 温哥

华报道）9月4日，温哥华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在温市中心召开了记者

招待会，详细介绍了第 38 届温哥

华国际电影节（9月 26日-10月 11
日）的准备情况，版块设置及重点

影片简介。

在即将展映的 654部影片中，

通过放映片段，重点介绍了开闭幕

式影片、影片聚焦和特别献映影

片，让记者在电影节开幕前对重点

影片有所了解，便于提前做好简介

和宣传。

会上还宣布了加拿大政府今年

将拨款140万加元，用于坐落在温市

中心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专用放映

厅的升级改造工程，以示加拿大政

府对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重视。

本报讯 9月21日，“2019中国农民丰

收节——中国农民电影节”在“中国花生

之都”河南正阳县正阳广场启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农民代表、影视工作者、老

中青三代艺术家与两千余名当地农民群

众一起共赏电影、共庆丰收、共话未来。

电影节开幕式前举行了红毯仪式，老

中青三代艺术家牛犇、杨在葆、雷恪生、张

国民、王馥荔、张光北等，影视编剧、导演

丁文剑、丁荫楠、陈建忠、苏润娟等，著名

豫剧名家杨红霞、盛红林、孟祥礼、柳兰

芳，以及中国科教影视创作团队，当地民

间艺术团队与全国优秀农民代表、致富带

头人、三农基层工作者代表等共走丰收大

道，同享丰收喜悦。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

会长王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电影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基

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等嘉宾代表与当

地农民群众参加了开幕式。

作为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

重大活动之一，“2019 中国农民电影节”

无论在主题定位还是活动创意上都增加

了很多看点。“乡村振兴”是电影节的根

基，“光影筑梦”是电影节的枝叶。中国农

民不但有了自己的丰收节，也有了自己的

电影节。中国农民电影节不但满足了广

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农村题材

电影复苏吹响了号角。

中国农民电影节总策划人季林表示：

“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让如

今的正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小花

生做出了大产业，今天我们的中国农民电

影节选择在正阳就是着重宣传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典型人物和事迹，突出展现新时

代、新农村、新农民的精神风貌与创业壮

举。”

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作为东道

主代表致欢迎辞。他说：“此次电影节必

将汇聚老区人民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伟力。驻马店人

民将以此次活动的举办为契机，抢抓国家

实施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淮

河生态经济带战略的重大机遇，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

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主任广德福表示，“乡村振兴，文化先行，

农业影视产业的健康的发展为乡村振兴

插上了文化的翅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

地，着力挖掘农耕文化，乡土风情，和农民

身边事，必将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和观众的

喜爱和欢迎。”

“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时期，实现乡村振兴，是党中央顺应

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对广大电影工作者提

出要求，要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

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创作出更多农民

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为繁荣乡村文

化、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随后，张丕民宣布“2019中国农民丰

收节——中国农民电影节”开幕。

开幕晚会上播放了故事片《地道战》、

《挺进中原》、《高山下的花环》，“农村三部

曲”《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

退伍兵》等 24 部经典农民题材影片片段

展播，把现场的农民观众带回了一段又一

段难忘的回忆。欣赏者、创作者、传播者、

情怀者、表演者电影背后故事的分享，讲

述了几代人的“电影梦”。演员张国民、东

方闻缨、陆剑民、陶慧敏、颜丹晨的诗朗诵

《致敬创作者》向为农村题材影视默默奉

献的创作者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赞美；雷

恪生、王姬、张光北、金巧巧的诗朗诵《演

员的告白》诉说了一名演员的农村情怀、

对农民的崇敬。

现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电影部

主任高光磊代表中心将农业电影制片（农

影中心前身）的第一部获金鸡奖科教片

《第13片绿叶》的原始胶片作为珍贵记忆

礼物和科学文化传承的象征送给了正阳

县人民。

整场晚会，以交流互动的形式，由正

阳县当地农民和主持人一起主持，充分体

现了“农民的节日农民办，农民的节目农

民看”。歌曲《再见了，大别山》、《我热爱

的故乡》表达了对家乡的情怀，《丰收中

国》、《双脚踏上幸福路》唱出了丰收的喜

悦。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和正阳的农民群

众联袂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表达了对祖

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姬政鹏）

本报讯 9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影

视中心与文投控股战略发布会暨电影《检

察风云》项目发布会在京举行。

最高检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表

示，检察题材是影视剧待开发的金矿，具有

巨大的价值。据他介绍，现在的最高检工

作扩展开有“四大检察，十大业务”，这些都

是影视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最

高检影视中心正在逐步开发这些故事，与

文投控股结盟后争取能做到全面覆盖。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

经理王森强调，文投控股本次与最高人民

检察院影视中心开展战略合作，旨在从文

化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央单位与北京市属单

位在文化内容创作方面进行全面紧密的

战略合作，双方下一步将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平台共建、渠道互通”的合作模

式，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影视文化与专业

细分领域有效结合的人才队伍，创作出更

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

的优秀影视作品。

双方合作的首部作品《检察风云》也

揭开神秘面纱。该影片根据真实案例改

编，是中国首部“反黑公诉”题材影片，融

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发人深

思。影片讲述了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

一桩离奇命案牵扯出二十多年前一起凶

杀案。年轻的检察官临危受命，一查到

底，直至真相大白。该片剧情错综复杂，

悬念丛生，引人入胜。

影片原创编剧是清华大学法学硕士、

三级高级检察官、全国优秀公诉人赵鹏。

电影将由田启文担任监制，麦兆辉任导

演。麦兆辉表示，这部影片很符合我国国

情，将大量采用真实的诉讼情节，在专业

人士的剧本加持下，定能为我国检察题材

电影锦上添花。

电影《检察风云》将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影视中心、北京文韵华夏影视投资有限

公司、英皇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福建平潭

家家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建平潭欢悦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星辰大海影业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目前正在紧锣密

鼓的筹备中，预计将于 2020年 3月开机，

2021年正式上映。 （影子）

本报讯 影院选维保，都愿意

选择专业、靠谱、高效的服务商。

可是，目前放映机市场上的维保服

务商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让影院无所适从，不知该怎么

选？如何选？

其实最稳妥的方法就是通过

NEC服务热线4008-900-678转4键
或厂商授权的服务商等正规渠道，

直接购买原厂服务，因为原厂服务比

之黑维保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首先，NEC原厂服务有百年企

业作为信誉担保，始终坚持以用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仅构建了强

大的运营团队和完备的配件仓储

管理体系，确保VIP客户实现24小

时修复故障，还独家拥有正规的原

厂配件，故障修复安全有保障。

其次，NEC拥有两大王牌增值

服务，光亮行动和光源翻新服务，

全面提升放映机亮度。光亮行动

是针对光引擎的翻新再生服务，光

引擎的所有分解、清洁、接合操作

都必须使用专业治具、专业手法才

能得以实现，技术含量高，精度高，

是只有厂家才能做到的彻底清洁

翻新服务；光源翻新服务是NEC为

激光放映机量身打造的极致化亮

度提升方案，所有操作都必须在千

级无尘洁净间的严苛生产环境中

实行，其操作复杂性强，技术要求

高，除了厂家，其它服务商根本无

法做到。

最后，NEC深耕电影机市场超

过 9年，拥有非常完善的售后服务

体系。售后 400 专线 7X24 小时全

天候响应，服务客户；NEC 学堂提

供工程师认证、放映员培训服务，

现已培养并认证了上千名工程师

和放映员，全新上线的NEC学堂在

线课程，也更好的帮助客户实现技

能提升，为行业技术人员储备提供

助力；行业首家推出的NEC电影机

服务共享APP，通过轨迹追踪功能

实现客户对工程师服务过程的全

程追踪和信息共享，实现最快速专

业的客户服务体验。

无论是配件品质、服务质量、

服务体验、服务范围，原厂服务都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大家

在选择维保商的时候，一定要擦亮

眼睛，选择原厂服务，为放映机选

择真正靠谱、专业、高效的维保服

务，以确保自身利益。 （支乡）

本报讯 由英皇电影出品的电

影《古董局中局》近日在北京开机

并发布首款概念海报，主演阵容公

布，雷佳音、李现、辛芷蕾入局解

迷，葛优重磅加盟，阵容堪称“逆

天”。“金牌班底”出品人杨受成、总

监制韩三平、导演郭子健与制片人

梁琳为影片品质保驾护航。

电影讲述因日本木户家族归

还一尊佛头而牵扯出一场文物界

的纷争，海报神秘感十足、背后深

意值得玩味，不禁令人期待古玩江

湖又将迎来怎样的腥风血雨。

开机仪式现场，领衔主演雷佳

音、李现、辛芷蕾首次“合体”，葛优

惊喜现身。除强大的演员阵容外，

幕后班底同样亮眼。本片的总监

制韩三平表示：“这个剧本最让我

惊喜的，是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厚

度。”当隐秘的古董江湖与流失文

物的回归相关联，在鉴定佛头真

假、洗刷陈年冤屈的故事之外，国

宝守护者内心真正坚守什么更加

值得深究。

在出品人杨受成看来：《古董

局中局》不仅是一个围绕古董展开

的冒险故事，更是一次透过故事见

到历史、穿过文物看到民族精神的

深刻思考。制片人梁琳表示：“这

部戏的人物个性鲜明、设定立体，

寻宝鉴宝的过程亦是人心的博

弈。”如何将传承几千年的文化结

晶展现出应有的匠心匠韵，如何将

一个卧虎藏龙的古董江湖从文字

转化成画面，如何将错综复杂的人

性百态准确刻画出来，对于出品方

英皇电影都是不小的挑战。

《古董局中局》不仅会为观众

呈现一个前所未见的江湖传奇，揭

开古玩之下的隐秘要术，也将从环

环相扣的局中局，感受时代巨变，

得窥本心。 （木夕）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

公司出品，昆汀·塔伦蒂诺执导、莱

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布拉德·皮

特、玛格特·罗比等人主演的电影

《好莱坞往事》正式宣布将于 10月

25日内地上映。

该片之前已在戛纳进行首映，

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式上映，全

球票房突破3.2亿美元。《好莱坞往

事》以 1969年的洛杉矶为背景，审

时代风云，现好莱坞浮华名利场。

（杜思梦）

最高检影视中心与文投控股
合作电影《检察风云》

电影《古董局中局》开机
雷佳音李现辛芷蕾入局解迷

《江南》点映引发观众强烈共情

《九平米》跨媒体艺术展在京开幕

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
9月22日开门迎客

第38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即将举行

《好莱坞往事》定档10月25日

选择NEC原厂服务的主要理由

“飞鱼快传”亮相佛山看片会
轻松搞定电影传输

“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电影节”河南正阳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