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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提供不少于200天的出行周期

北京环球影城夏秋漫游卡7月3日起限量发售

本报讯 7月 3日零时起，北京环

球影城夏秋漫游卡正式限量开售。

为满足新老用户的多样化出行需求，

本次发售的夏秋漫游卡提供三类产

品，设有2022年7月6日-2023年1月

13日、2022年7月25日-2023年2月9
日两个时间批次，提供多次畅玩的

“性价比之选”。

据介绍，夏秋漫游卡分为“臻享

版”、“尊享版”和“悠享版”，其中“臻

享版”可提供不少于 200 天的出行周

期，节假日及周末均可预约出行，同

时仅限于第二个时间批次。“尊享版”

和“悠享版”分别提供不少于171天及

136 天的出行周期，时间包含两个时

间批次，“尊享版”大部分周末可约，

“悠享版”大多适用于平日。三个版

本的价格也不相同，成人票分别为

2450元、1850元和 1350元。同时，针

对儿童以及老年人，夏秋漫游卡将提

供优惠价格。

7月3日零时起，夏秋漫游卡正式

发售。夏秋漫游卡采用实名制购票

和验票机制，游客须从官方渠道——

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阿里小程

序、微信小程序、北京环球度假区官

方飞猪旗舰店购买。游客每次入园

前均需于北京环球度假区指定的官

方移动应用上预约入园及时段，分时

有序入园。园区恢复开放后，所有游

客进入北京环球度假区均须持 48 小

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核验北

京健康宝和有效身份证件。北京环

球度假区特别提示，从非正规渠道购

买存在风险，广大游客需警惕相关风

险，以免造成损失。

同时，北京环球度假区还为原冬

春漫游卡用户提供了200元的专属福

利，适用于购买第二个批次的夏秋漫

游卡。

自 2021年 9月开园以来，北京环

球影城已成为国内外游客的“打卡圣

地”，《变形金刚》、《功夫熊猫》、《哈

利·波特》、《侏罗纪世界》、《怪物史莱

克》、《驯龙高手》等电影元素为游客

提供了沉浸式体验的快乐。

为持续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

求，北京环球影城于 2021 年 11 月推

出“冬春漫游卡”、2022 年首发“买三

得四”欢聚票等优惠票务活动，并推

出了“环球中国年”、“冬季假日”、“王

者荣耀巡游”、“恐龙环游季”等主题

活动。 （影子）

本报讯 讲述史前恐龙世纪故

事的动画电影《侏罗纪大乐园》定档

7 月 15 日全国上映。

该片是一部面向儿童观众的

“恐龙电影”。影片不以“对抗”、“打

斗”作为核心剧情，集轻松、童趣、励

志、成长、科普、冒险等多种元素于

一体，将带领小朋友在大银幕上畅

游“恐龙世界”。

《侏罗纪大乐园》是一部从儿童

观众的视角出发的电影，片中所展

现的剧情和故事，许多是儿童在成

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影片

从儿童角度，引导小观众遇到问题

时该如何面对和解决，是一部不以

“对抗”、“打斗”作为核心剧情的恐

龙电影。

该片制作团队在前期创作时参

考大量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对史

前恐龙世纪进行了动画式的深度还

原，尤其是恐龙的形态、模样均参考

权威科学材料，可以说是献给小朋

友的一部史前恐龙趣味“画册”。

电影中，不仅有三角龙、食蜥王

龙、蛮龙、弯龙、刀疤龙、胖嗜鸟龙等

各类恐龙形象，还有始祖鸟、土拨鼠

等各类给影片带来足够趣味，带给

孩子们深度想象力空间的动物形象，

满足了孩子们对恐龙世界的童真向

往。此外，影片还细腻刻画了不同属

性恐龙的生存领地、史前巨型植物、

森林迷宫等，带给孩子一种如同阅读

儿童绘本一般的美妙体验。

动画电影《侏罗纪大乐园》由宁

洋影业（广州）、上海天幕星映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动画大电影《疯了！

桂宝之三星夺宝》发布定档预告，宣

布将于7月29日全国上映。

影片改编自漫画家阿桂（桂华

政）的经典畅销漫画《疯了！桂宝》。

讲述了桂宝和朋友们来到四川三星

堆开启全新的穿越时空的探险之旅

的故事开启的一段穿越时空幻想、探

秘三星堆世界的欢乐冒险故事。

（杜思梦）

本报讯 7 月 8 日，青葱计划 2022
创投会将首次以线上直播形式开

启。届时十个入选本届创投会的青

年导演电影项目将以云直播形式现

场推介。

本届青葱创投会入围项目有李

玥《休眠火山》、李坐《北戴河》、马多

《那晚十点的事》、蒲巴《言女与花

猫》、孙宵《莫须有》、徐寒临《宇宙晚

安》、徐乐乐《拾棉花》、余周春雨《再

见英州》张野姣《宠物乐园》、钟凯峰

《在鲸鱼里游泳》。

主办方介绍，目前创投会已向

业界公司开放预约报名。电影投

资、制作、宣发公司，影视投资基金

机构，海外电影节选片人可于 7 月 2
日—6 日登陆青葱计划官网，完成报

名注册，参加 7 月 8 日的创投会及 7
月 9 日的创投约谈。

（杜思梦）

本报讯 日前，由落落执导，李汶

翰、徐若晗领衔主演的电影《遇见你》

曝光同名推广曲MV及“七夕遇见”版

海报。主演李汶翰首次献唱爱情电

影，将周灿和余骄阳由校园到社会、有

甜蜜也有苦涩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婉转动人的旋律让观众沉浸其中。“我

多庆幸最美时光能够遇见你”，李汶翰

深情温柔的嗓音唱响七夕告白，用一

部戳心爱情片、一首浪漫情歌献给为

爱冲锋的勇士们。情侣观众们从“灿

烂骄阳”的爱情故事中领悟到相遇、相

恋的珍贵，愈加珍惜眼前人。这样美

好的寓意，让该片跻身“七夕档爱情片

观影首选”。

日前，电影《遇见你》票务平台想

看已突破 10 万，热度领跑同档期影

片，提前锁定情侣“七夕档观影首选”，

众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分享了自己的故

事，并用这样一部美好的爱情电影告

白爱人，珍惜彼此的相遇。有人评价，

看到他们校园时的甜蜜邂逅，想到了

曾经的美好初恋；有人回忆，他们勇敢

为爱向前的样子就像年少时不顾一切

的自己。银幕里周灿和余骄阳的爱情

经历，也感动着现实生活里的情侣观

众，燃起大众观影期待。

（花花）

本报讯 7月2日，《海底小纵队：洞

穴大冒险》于北京、天津、南京、杭州、

厦门、重庆、昆明、合肥、大连、哈尔滨

等全国十六城举办“陪你长大”主题观

影活动。知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金龟子

率巴克队长、皮医生、大头儿子小头爸

爸一家现身北京主会场。主持人、畅

销书作者瑶淼，作家周桂伊，影视策划

人谭飞等现场助阵。

在北京的活动主会场中，小朋友

们的观影氛围十分欢乐。他们时而

被有趣的探险情节逗笑，时而被小纵

队的团结精神所感动。而当小纵队

成功冲出洞穴时，小朋友们更是激动

得为小纵队鼓掌，全情投入这场夏日

欢乐探险。

当日，金龟子公开了一张特别的

“陪你长大”海报，它由数百张图片汇

聚而成。这些图片，都是海底小纵队

此前举办的“全球首席海底设计师大

赛”优胜作品。这场大赛吸引了近千

名小朋友踊跃参加，大赛前 101 名优

胜作品，不仅将出现在“陪你长大”海

报中，还会进入下一部海底小纵队大

电影的片尾彩蛋。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陪你长大”

特辑，十余位小朋友现身讲述自己与

“海底小纵队”的故事，“我最喜欢巴

克队长”、“我学到了团结的精神”、

“皮医生教会我勇敢”。谈及“长大”，

孩子们也有着自己的想法，“长大不

好吗？”、“长大我就可以抱妈妈了！”

家长们则认为：“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会为孩子成长的路上带来更多快

乐。”

特邀嘉宾们在看到特辑后也分

享了自己的看法。瑶淼表示，“海底

小纵队陪伴了我女儿的成长，她现在

上中学了，非常喜欢科学，这都是像

海底小纵队这样的动画片在她心底

种下的种子。”

影片由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央视动

漫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7月9日全

国上映。 （杜思梦）

动画电影《侏罗纪大乐园》定档7月15日

动画电影《疯了！桂宝之三星夺宝》定档

青葱计划创投会首次云直播

《遇见你》发布同名推广曲
《海底小纵队2》举行全国十六城主题观影

《中国电影报》：“青葱”走到今

年已经是第七届了，从第一届走到

现在，您觉得这7年之间“青葱”有

什么样的变化，您觉得取得了怎样

的成果？

王红卫：我们从第一届开始是

想做一个全新的、在华语电影界中

最全面最完整的一个青年导演扶

持的流程。当时是一个设想，如果

说 7年来的成果的话，我觉得第一

个成果就是这个计划本身。从开

始去研究怎么能够把它完成，到后

面怎么把它做好，我觉得这 7年是

基本完成了这个过程。

如果说变化的话，我们是抱着

不知道能不能够有成果这样一个

心态开始的，不知道评选出来的 5
强拿到了扶持金，能不能顺利开

机，开机之后影片的质量是否能尽

如人意……这其实是一个忐忑的

尝试的心理。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已经有十

几部影片拍摄完成和正在制作中，

所以说成活率和完成度都还是比

较令人满意的。

现在，我觉得我们能够把心放

下来了。

另外，这7年中，我们加起来可

能收到了几千份投送的项目，如果

说以入围的导演计算，“青葱”前 5
届是30强入围，是150个项目、150
个新导演，第六、第七届我们缩减

到20个入围，那么就加起来到目前

为止已经是190人次和项目入围。

随着这个数量的增加，我们得

到一个观察的指数，看到这些导演

当中构成的变化，创作倾向的变化，

从剧本的完成度到他的既往导演作

品的成熟度的变化，这些也能够给

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对于新一

代导演相对明确的观测结果。

《中国电影报》：在这些青年导

演身上，您觉得最显著的一些变化

是什么？

王红卫：第一方面，从作品来

说，我觉得是从比较传统的、既有

的文艺片的范式，现在去向能有更

多观众接受的，更具市场接纳度的

影片开始发展。

如果做一个更细的观察，就是

更细化了，细化了类型和风格。而

这个细化不是在某种要求下，而是

他们非常自觉的、或者说是潜意识

里就能够做到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导演

的背景上来看，就是从核心的影视

院系，开始向更全面的社会化的教

育和成长背景发展。从以国内为

主的，以国内的教育背景和实践经

验为主的，向国际化的教育背景和

成长经历聚拢。

到了第五届开始，从入围到15
强、10强、5强的海外教育背景里面

的人数占比已经过半了，尤其到了

第六届和第七届，最后能够胜出

的，大部分都经历过海外的教育和

海外的实践训练。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国际化人

才的养成来讲，可能“青葱”应该是

走在前面的。

《中国电影报》：在“后疫情时

代”，对于青年导演，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难的创作困境，“青葱”从前期

的剧本孵化，到制作到投资，到整

个产业链的整合，来帮助青年导

演。结合现在的市场环境，“青葱”

会有哪些计划？“青葱”会给青年导

演怎样的建议？

王红卫：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也一直坚持办

青葱。虽然艰难，但是我们觉得，

电影的未来可期，所以我们希望能

为电影去储备人才、储备项目，能

够在未来产业复苏的时候派上用

场。

第二步，我们提出的“青葱

2.0”有另外一个意义，我们把很多

的精力放在五强诞生拿到扶持金

之后，继续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把

后续的事情做好，包括进一步的剧

本的完善，包括项目的筹备制作和

宣传发行等。我们会用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的力量，帮助这些项目，

也帮助这些愿意去助力青年导演

的公司去把项目做好，把工作更细

化。

每年能多拍出一部，哪怕多这

一部，我们觉得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说希望

“青葱”的项目不仅是拍出来，也希

望能让观众知道看到，甚至给他点

赞，您觉得怎样帮助青年导演建立

处女作和观众之间的连接点？

王红卫：作为一个青年导演的

处女作，尤其是可能带有文艺色彩

的处女作，如果完全寄希望于传统

的商业渠道和院线渠道，覆盖面还

是会比较小，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

在各种节展平台上能够“露面”，包

括说我们今年会做“青葱”的影展，

也就是先把商业收益先放在一边，

先鼓励这些青年导演和出品公司，

能够被更多的观众看到，在大银幕

上被看到。

如果说从一位青年导演的长

线影响力作为出发点，我们另外做

的事情甚至超出“青葱”的扶持计

划本身，我们会对已经在“青葱”完

成第一部长片的导演的第二部甚

至第三部影片接着助力。也许第

一部时，知道你的观众还很少，到

了第二部，有更多人知道的时候，

这个青年导演可能就算是真正的

“成活了”。

我们希望能让这些青年导演

的步子走得快一点，迈得大一点，

在“青葱”起步之后，能够迅速地进

入到中国电影的主流导演梯队，这

是青葱计划的一个目标。

《中国电影报》：您刚才一直提

到说商业性电影，它和艺术之间，

对于青年导演来说，他们应该怎么

样把握这两者的平衡？

王红卫：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要

平衡，没有平衡这件事情。一个电

影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

该是一个可能非常小众的电影，它

只能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电影，你要

毫不犹豫去做，如果它该是一个商

业电影的话，你就要去尊重类型的

规律和市场的规律。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去考虑平

衡这件事情，大概率会做成一个不

伦不类的东西。

作为扶持青年导演的成功范

例，青葱计划从 2015 年举办至今，

已历经 7年，这几年在疫情防控期

间同样“停工不停产”。

无论是青葱计划扶持的青年

导演逐渐走向国际视野，还是历

年来青葱落地的项目数量，青葱

计划确实对青年导演做出了有效

的帮扶。

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青葱计

划理事长、著名电影策划王红卫，

他坦言尽管现实情况存在困难，今

年也有疫情反复的影响，但青葱计

划还是持续不断地做一些准备工

作，他看到了业内电影人展现出来

了“空前团结”的姿态：“我们一直

坚持用各种各样能用的办法，比如

行业内我们找到有经验的电影人，

从复审到评选、到导师帮助，再到

大师班经验分享等，线上线下，业

内很多同仁都在克服困难用一己

之力来帮我们。”

王红卫表示，在培养新人导演

方面，电影人是非常不计回报的，

会用最长期、最周到的陪伴帮助

一个电影。“我们希望多助推、多

帮几把，让青年导演可以出色地

完成处女作，挖掘出导演闪光处，

帮他们补上短板，让扶持计划更

加有效。”

◎对话王红卫：挖掘闪光点，让扶持计划更有效

专访青葱计划理事长、著名电影策划王红卫：

每年能多拍出一部，都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