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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一同邀请

你来到“拍摄现场”，是怎样的体验？

在北京环球影城《灯光，摄像，开拍！》这

一电影特效体验，通过模拟台风、暴雨、大火

等画面，展现了电影拍摄的场景，逼真的效

果十分震撼，犹如亲身参与大制作特效电影

的幕后制作。

这部由著名导演张艺谋与史蒂文·斯皮

尔伯格合作的电影特效制片厂体验表演，将

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带领游客进入波澜壮

阔的电影特效世界之中。

类似这样沉浸式的体验，覆盖了北京

环球度假区中的七大主题景区。让游客在

享受 37 处骑乘娱乐设施和地标景点，以及

24场娱乐演出的同时，更能与电影“近距离

接触”，实现与电影场景、剧情、角色的密切

互动。

正如张艺谋所说，“在全世界确实有很

多主题公园，但是，完全是用电影来做内容

的（知名主题公园），只有环球主题公园，这

是环球主题公园的特色，我特别喜欢。”也如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谈到的，“我们将游客置

身于精彩绝伦的电影世界，使游客变身成为

冒险旅途中的英雄。”

世界电影人携手打造

让游客走进沉浸式的主题电影场景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由侏罗纪世界

努布拉岛、变形金刚基地、功夫熊猫盖世之

地、未来水世界、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TM、

小黄人乐园、好莱坞七大主题景区组成，呈

现由世界知名电影人打造的沉浸之旅，游客

将和影片主人公一起探寻梦幻世界。

其中，《侏罗纪世界》系列电影导演、编

剧科林·特雷沃罗作为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

主题景区创意顾问，亲自参与到园区的创意

设计中。在“侏罗纪世界大冒险”项目中，

《侏罗纪世界》系列电影的摄影指导约翰·施

瓦兹曼亲自掌镜，以电影为蓝本，在电影拍

摄取景地，为游客打造惊心动魄的视觉体

验。《小黄人》、《欢乐好声音》系列电影制片

人克里斯托弗·梅勒丹德利, 则在小黄人乐

园的建设过程中以卓绝奇妙的创意为中外

游客带来充满欢乐的缤纷世界。

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TM中，游客们

将跟随哈利·波特 TM 的脚步置身于与电影

如出一辙的冒险场景之中，从积雪覆盖的

屋顶到布满鹅卵石的街道，一同探索霍格

莫德 TM与霍格沃茨 TM城堡的神奇魅力。在

经典的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 TM，鹰马飞

行 TM，霍格沃茨 TM城堡夜间灯光庆典及奥利

凡德 TM等项目中，经历电影中的经典场景，

在魔法世界体验到一场完全沉浸的冒险。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制片人大卫·海

曼曾表示，当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时，

便可以发现主创在尝试将沉浸式体验变为

可能。但当到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TM

主题景区，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沉

浸式体验。《侏罗纪世界》系列电影导演科

林·特雷沃罗也表示，这些场景曾经只是概

念性的图纸，然后被拍摄成电影，而现在，

这些场景成为了现实。克里斯托弗·梅勒

丹德利谈到，这些景点和骑乘设施的艺术

水平和细节，可以让游客完全沉浸在我们

的电影世界中。

“中国元素”出彩，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引人关注

基于对中国市场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北

京环球度假区为游客专属打造了众多独特

体验。比如世界上首个以“变形金刚”为主

题打造的景区，全球最大的小黄人乐园及全

球首个未来水世界专属景区等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环球主题公园首

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入驻北京

环球度假区。2008 年《功夫熊猫 1》上映，

影片上映后，以“阿宝”为代表的角色形象

获得了观众的青睐，该片也称成为合家欢

动画电影的典范。2016 年，中美合拍动画

电影《功夫熊猫 3》内地上映，累计票房超

过 10 亿元，目前位居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

第三位，仅次于《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姜

子牙》。

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的功夫熊猫盖世

之地主题景区，是园区内最大的室内主题景

区，无论阴天下雨还是烈日暴晒，游客都可

以在电影主人公熊猫阿宝生活的小镇“和平

山谷”安然漫步。

其中，《功夫熊猫》电影的角色设计师尼

古拉斯·马莱特亲自为标志性景点——“智

慧仙桃树”设计四位守护者角色。智慧仙桃

树通过灯光、色彩、材料等多种艺术手段，搭

配 360 度光雕投影技术，实现了桃树在春、

夏、秋、冬四季不断更替的神奇转变。

20年磨一剑，打造北京文旅新地标

从2001年10月北京市政府与环球度假

区签署意向书，到 2021 年 9 月 20 日正式开

园迎客，北京环球度假区经历了近 20 年的

筹备建设。

据统计，北京环球度假区一期各项目本

身的建设投资，加上政府部门在地铁、高速

公路、立交桥等配套基础设施上的投入，累

计超过了 1000亿元。为建成这一“巨无霸”

项目，数万名建设者付出大量心血，将绿色、

节能、环保等新理念贯穿始终。北京环球度

假区将创造 10000余个工作岗位，在增加本

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将吸引更多人才入驻

北京城市副中心，为园区内更优质的服务建

立人才保障。

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超

大型城市，北京拥有超过 2000万人口，每年

接待的游客数以亿计。这种体量本身，将会

极有力地放大环球影城的品牌效应，凸显其

品牌价值。北京本身的城市形象与城市品

质，对环球影城的全球布局来说都将产生巨

大的提振作用。

而环球影城的巨大号召力与品牌美誉

度，与北京的“全国国际交往中心”这一定位

也是契合的，环球影城的到来，也将为北京

的旅游与文化产业带来更多可能，为北京增

添更多的国际范儿。

据介绍，环球度假区开园后预计将带来

1200 万人次的年客流量，带动上下游 70 多

个门类，百余行业直接或间接受益，为周边

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形成一条功能完备的

文旅全产业链。

正如北京国际度假区有限公司主题公

园和度假区管理分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苗乐

文在“2021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上

所说，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集合了强大的电

影娱乐产业资源，通过 7 大主题公园、一站

式餐饮娱乐中心、创新概念首店、高品质酒

店助力打造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将为全

球消费者带来非凡的旅游、文化、消费服务

体验。

一、活动组织

江苏省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由省委

宣传部、省电影局主办，省电影创作中心承

办，现代快报社协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特别支持。

二、征集题材

重大革命历史、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

发展成就、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和小康生

活；汉文化、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都市文

化、科幻故事、江苏现代化发展实践等题材

的电影剧本。

三、征评时间

剧本投稿起止时间为 2021年9月15日

—10 月 24 日，评选结果将在相关媒体公开

发布。

四、来稿要求

1. 通过江苏省优秀电影剧本征集 H5 投

稿和报送相关材料（唯一投稿方式）。

2. 参照国家级剧本征集相关要求，参评

剧本的独立作者、合作创作的第一作者须为

60周岁以下中国公民（至投稿截止日期 2021

年10月24日）。每位作者限投稿一部。

3. 参评剧本的内容，原则上在征集题材

范围内，具有完整的电影剧本架构、符合电

影剧本的篇幅长度和形式（剧本字数在 2.5

万至5万字），仅限于中文剧本。凡以大纲、

素材、创意、梗概等形式，以小说、散文、电视

剧等其他体裁投稿的不予受理。

4. 参评作品为未经备案公示或立项批

准的电影剧本。

5. 已获得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资

助的电影项目剧本，不再参评。

6. 系统投稿步骤：（1）在线填写 " 作者

个人信息 "，如有多名作者，由第一作者统一

填表并注明；（2）上传身份证正、反面；（3）上

传 WOERD 版剧本（须包含剧名页、500 字

左右故事梗概，勿在剧名页、扉页、尾页、页

眉等处标注作者信息）；（4）下载格式化《原

创承诺书》填写完整、签名后扫描上传 PDF

版；（5）上传《授权同意书》PDF 版（自选项，

如系改编他人作品或系真人真事改编的需

提供此项）；（6）勾选 " 作者声明 " ，点击提

交，完成投稿。

五、版权要求

参评作品应为未转让版权的电影剧本，

参评作者须拥有无瑕疵的著作权。如系改

编自他人的作品，须出具该作品著作权所有

者授权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有效文字材料。

如系真人真事改编，须附原型人物或有关当

事人书面授权同意材料（与《原创承诺书》一

同上传）。应征作品凡被认定属于抄袭、剽

窃、侵权或已转让版权的，取消参评资格，已

经入选的作品，取消孵化扶持资格。建议参

评剧本作者视情在投稿前自行进行版权

登记。

六、孵化扶持

优秀电影剧本2部，每部累计孵化扶持

资金10万元（税前）。

创意电影剧本4部，每部累计孵化扶持

资金5万元（税前）。

具体孵化支持数量依据剧本质量等情

况相应增减，以最终发布的评选结果为准。

优秀电影剧本和创意电影剧本由江苏省电

影创作中心（两年内）代理版权事宜，负责孵

化扶持，计划拍摄成电影的获奖剧本，须在

江苏备案立项。其他具有开发、修改价值的

剧本，经作者本人同意后由省电影创作中心

代向电影制片单位、创投活动推荐。

上述启事内容由江苏省电影创作中心

负责解释。

江苏省电影创作中心

2021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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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出优秀原创电影剧本，发现培养

优秀编剧人才，加强优秀剧本成果转化，提升江苏电影创作生产水平，

现组织开展 2021 年江苏省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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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0 日，纪录电影《1950 他们正年

轻》发布导演采访特辑。面对镜头，导演宋坤儒直

言让电影上院线是“执念”，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完全

都是志愿军老兵为主的纪录电影登上大银幕，而

《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观众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

的环境当中，去认真聆听老兵们的故事，不受其他

事情的干扰。

此前，电影官方宣布将截至 9 月 5 日 00：34 归

属片方的票房收益，悉数捐赠给具备国家法定资质

的帮扶志愿军老兵的公益组织，共计22.7万元。

《1950他们正年轻》收录了26位志愿军老战士

的影像，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我们回到那个荡气回

肠的年代，看到了他们战火硝烟里的无悔青春。电

影已于9月3日正式上映。 （影子）

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中国（白沙）影

视工业电影周活动发布会暨“重庆影视

城·成都影视城”双城联盟行动推介会在

重庆举行。徐峥以电影周荣誉大使的身

份现身发布会现场。本届电影周将以

“传承影视技艺、致敬幕后英雄”为主题，

在持续专注推动中国影视工业化进程的

基础上，做到互动更加多元、针对性更加

突出、时事性更强等特点。

第二届电影周的系列活动将突出四

大亮点。一是延续首届新颖题材。以

“传承影视技艺、致敬幕后英雄”为主题，

持续专注推动中国影视工业化进程，聚

焦影视工业全流程幕后英雄，聚焦更加

基层的影视制作幕后岗位。二是互动更

加多元。为进一步提升活动的产业影响

力及社会影响力，活动期间会加入观众

及影视产业从业人员的互动环节，加入

影视技艺传承讲堂等新形态、新模块，通

过多元化的宣传互动激发关注和参与热

情。三是针对性更加突出。借助“互联

网+”等创新服务形式大力推广，以线上

线下联动方式渲染，让更多企业和从业

人员感受幕后英雄在电影制作幕后所付

出的匠心，促使更多的企业投入影视工

业全产业链，更多青年学子继承前辈衣

钵，传承影视技艺，用恒心、匠心创造更

美、更自信的中国电影、中国文化。四是

时事性更强。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主题，开展了建党 100 周年主

题影片展播活动；为了构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电影发展新格局，推进重庆影

视城·成都影视城合作走深走实，新增成

渝双城影视产业发展论坛。

据悉，第二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

电影预热活动阶段，将延续上半年举办

的建党 100 周年主题影片展播活动；10 月

上旬将举行通过网络向全国征集中国

（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主题曲的宣传预

热活动。同时，开启作品推选工作，10 月

中旬于北京举行入围影片提名发布会。

电影周核心活动包括三项内容：10
月 31 日将举办中国影视工业互联网高峰

论坛，探讨工业互联网下影视工业全产

业链的协同与发展。11 月 1 日将举办影

视产业项目、企业入驻重庆影视城（江津

白沙）签约仪式暨成渝双城影视产业发

展论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

文化产业发展。此外，11 月 1 日将举行幕

后英雄红毯仪式和幕后英雄发布盛典，

发布通过终选的幕后英雄名单，行业“大

咖”、各方嘉宾将欢聚一堂，致敬幕后英

雄，感受中国影视工业新发展。

（猫叔）

徐峥任荣誉大使
第二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启动

本报讯 9月9日，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公布第十

五届亚洲电影大奖入围名单。

其中，张艺谋的两部作品《一秒钟》和《悬崖之

上》分获五项（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

佳新演员、最佳原创音乐）和六项（最佳女配角、最

佳男配角、最佳造型设计、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

佳原创音乐）提名。

张译凭《一秒钟》角逐最佳男主角，张子枫凭

《我的姐姐》入围最佳女主角；余皑磊、秦海璐凭借

《悬崖之上》获得最佳男、女配角提名；《我的姐姐》

的导演殷若昕、编剧游晓颖分别入围最佳新导演和

最佳编剧；《八佰》、《刺杀小说家》也入围各奖项。

本届亚洲电影大奖将于 10月 8日举办网上直

播仪式。 （影子）

《1950他们正年轻》发布导演采访特辑

第15届亚洲电影大奖入围名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