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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日，“奋进新征程 建

功新时代”——河北省迎庆党的二十

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在河北石家庄正

定新区启动。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

王振儒表示，河北省迎庆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文艺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的具体实践，是河北省扎实开展“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重大主题宣传的

重要内容，是常态长效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的特色之举，是河北电影人迎庆

党的二十大的一次重要活动。活动不

仅在全省重点影院开展，还要深入党

政机关、国有企业、农村、城市社区和

校园，把国家电影局推荐影片特别是

我省优秀主旋律作品，呈现给广大党

员和干部群众，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聚集起磅礴力量。

河北影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胜君介绍，活动在正定新区启动后，

将通过旗下中联院线的 200余家城市

影城、乡镇影院，1000余块银幕、11万

多个座位，及河北省内10余家农村数

字院线的流动放映队，在全省为党政

机关党员干部、学生、乡镇农村基层群

众、社区居民等群体免费放映至少

400场公益电影。活动展映片目将按

照国家电影局推荐影片进行统筹安

排，重点展映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优秀

电影作品，尤其是河北省创拍的优秀

主旋律影片。活动还将邀请党史专家

结合展映影片，为广大群众推出形式

新颖的电影微党课，并在省内多个地

市开展好重点宣传活动。

启动式上，河北省委党校副校长

孟庆云讲述了首场放映影片《古田军

号》的历史背景，为观众上了一堂生动

的电影微党课。活动由河北省委宣传

部、河北省电影局主办，河北影视集团

承办，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具

体执行。 （杜思梦）

本报讯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非

同质化角色数字藏品于 7月 3日全球

首发。《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 9月 30
日上映，在影片优秀的品质和良好口

碑带动下，观影人次超 8000 万之多，

最终影片打破 9 项内地影史纪录，创

下31.69亿元票房的佳绩。

《我和我的祖国》数字藏品以影片

中的冬冬和小美两个角色为灵感原

型，以影片中不同角色的职业特征、服

饰道具、时代元素等为素材创作绘制，

衍生出共 8888 枚独一无二的非同质

化角色头像。每一个人长大后都可能

成为祖国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栋梁

之才，寓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历史瞬间、

全民回忆”的数藏概念，体现每一个华

夏儿女与祖国共通共荣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藏品发售还

将为所有藏品持有者免费赠送助农助

残公益产品，真正以助农、助残实现线

上数字收藏带动线下乡村振兴的实体

经济赋能。

2017年，“数字中国”的战略构想

第一次被提出。今天，“中国数字化”

战略已经进入到推动产业数字化为主

导的深水区，数字化经济不仅仅是数

字化技术的应用，还应拓展思路，打开

格局。

《我和我的祖国》电影数字藏品的

发售新举措，将对数字经济赋能实体

经济和助力乡村振兴进行积极的尝试

和探索，不仅降低农户产销成本、提

升地方整体产业价值、带动集体和农

户收益增长，更是对线上和线下消费

场景进行了有效的深化拓展，促进了

区域三农产业的良性发展，以实际行

动践行数字经济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时代召唤。 （影子）

本报讯 7月 1日，电影《你是我的

春天》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影片此前

在武汉举行的首映礼上，首批观众被

影片感动，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以长达

三分钟的掌声致敬现实中“逆行”的医

护工作者。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张宏，武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

部长吴朝安等，影片导演周楠、张弛、

董越，主演王景春、黄超、杨斯参加影

片首映礼。

现场，身为湖北人的黄超与杨斯，

用地道的武汉话向现场嘉宾打招呼，

王景春更是调侃道：“这次是社区工作

者‘老王’，不是隔壁八里河派出所的

‘老王’！”在谈及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

的感受时，董越坦言，开始筹拍的时候

“非常忐忑”，但“不能辜负大家的信

任”；张弛以“紧张”形容自己当时的感

受；周楠则透露收到电影邀约时，自己

刚刚成为“奶爸”，但他依然选择投身拍

摄工作，希望“将这部温暖治愈的影片

献给每个在困境中出生的孩子，让他们

知道父母都在为他们的成长而努力”。

首映礼观影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

提及了电影所传达的真实，张弛称：

“这部电影不会回避苦难，也不会过度

渲染苦难；避免用宏大叙事讲故事，而

是用小人物心态描述具体的人。”在回

忆起角色塑造的体验时，电影中重症

医学科医生龚臣的饰演者黄超几度哽

咽，感慨“更加体会到医护人员的不

易”，而护士杨珊的扮演者杨斯眼含热

泪说：“我以前的梦想是做一名医生，

感谢导演给了我这个机会。”饰演社区

工作者“老王”的王景春，在现场吐露

自己的母亲就是社区工作者，还作为

志愿者跟大家一起为邻里街坊发放物

资，工作了40多天。正因为有这样的

真实经历，王景春感慨道：“自己作为

电影工作者，更应该表现出来‘社区老

王’这个人物。”在首映礼接近尾声时，

现场嘉宾共同观看了一支武汉快闪特

辑视频，画面中武汉当地的年轻人以

“见面吧”为约定，从城市的各处相聚

在一起并弹唱电影主题曲《想看你笑

的样子》，面对这样一份惊喜，黄超杨

斯不禁感动落泪。

《你是我的春天》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指导拍摄，陈道明任总监制，黄渤任

监制，张宏任总制片人，周楠、张弛、田

羽生、董越、饶晓志执导，周冬雨、尹

昉、宋小宝、潘斌龙、王景春、赵今麦、

黄超、杨斯、黄晓明、宋佳、张航诚（按

出场顺序）领衔主演。影片正在热映，

首周已收获近1800万票房。

（杜思梦）

本报讯 根据国家电影局《关于

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优秀因公展映

展播活动的通知》要求，由中共青海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启航新征程·光

影颂华章”青海省喜迎党的二十大优

秀影片展映活动启幕仪式7月1日在

西宁举行。

此次展映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

宣传部、青海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青海省总工会、共青团青海省委

共同举办。从 7月到年底，优秀影片

展映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覆盖

青海各影院及城市社区、农村牧区、

大中小学校园。参加展映的影片涉

及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大时

刻、英雄人物、感人事迹，其中有《我

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守岛人》、

《中国医生》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佳

作。展映活动还安排了《我的青海》、

《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牧民省长

尕布龙》等青海近几年创作推出的优

秀影片，展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

援青工作、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的重

大成就。

展映活动将以“电影党课”的形

式，更好地引导激发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提供生动的

“四史”宣传教育，让他们在优秀影片

呈现的伟大成就和英雄群像中，汲取

精神力量，奋发使命担当，厚植爱国

情怀。

活动现场，青海省委宣传部授予

西宁市奥斯卡国际影城王府井大象

城店、西宁中发源万达影城、横店电

影城西宁银泰店、西宁中惠万达影城

等四家影城为青海省第二批“电影党

课”示范影城。当天活动中，来自省

直机关各单位的党员代表 100 余人

观看了电影《守岛人》。

（青海省委宣传部供稿）

本报讯 由陈思诚导演、编剧，

黄渤、荣梓杉领衔主演的暑期必看

家庭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近日

发布“活出自己”版剧情预告，并全

面开启预售。每个人不一定都当

过父母，但都当过孩子，预告揭示

了很多中国孩子可能都经历过的

成长之路。黄渤饰演的“霸道老

爸”任大望，为了逼孩子选择不喜

欢的爱好奇招尽出，荣梓杉饰演的

任小天替很多孩子喊出了他们心

声和困惑——被安排的人生还有

意义吗？父亲压制孩子的天文梦

想，然而父亲自己的摇滚梦也曾被

爷爷训斥，电影以充满童心和颇具

共鸣的形式呈现出上一代对下一

代的人生进行干预，这似乎也是不

少中国家庭的缩影。

外星特工“莫扎特”的到来便

是为了帮助任小天坚定自己的天

文梦想。初到地球水土不服的他，

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和误会。没想

到，它渐渐成为了小天追梦路上的

“最强辅助”，在他的影响下，所有

人都在慢慢发生改变。影片将于7
月 15 日全国上映，献给孩子，献给

童心。

黄渤荣梓杉喊出

全国“孩子”的心声

片中，黄渤饰演的老爸整日拎

着扫把，不是操持家务，就是抄起

来逼儿子练琴。任小天向往的是

星辰大海，心怀天文梦的他却屡屡

被父亲泼冷水，“地球都容不下你

了”。打蛋、扫地都自带节奏感的

任大望，年轻时也有着热血的摇滚

梦，可这在范伟饰演的任小天爷爷

眼中却是“不务正业”、“鬼哭狼

嚎”。而人到中年，梦想败给现实

的大望也将自己的音乐梦寄托在

了任小天身上。

所谓父爱如山，山外还有山，

任家两代“孩子”都经历了父辈对

于自己梦想和爱好的干预。这也

令很多网友颇具共鸣，“未来被你

安排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

仅是片中大望和小天对父亲掷地

有声的控诉，也喊出了全国孩子的

心声。

莫扎特变身“最强辅助”

帮小天追梦

外星萌友“莫扎特”的到来，改

变了任小天被霸道老爸压制的生

活。初到地球的它，因为水土不服

不通人情，屡屡上演让人瞠目结舌

的“神操作”。它一来便对小天放

下豪言，“谁欺负你我就收拾谁”，

满脸天真的它竟想通过偷袭任大

望的方式，替小天清除追梦路上的

阻碍，一系列乌龙操作令人忍俊。

导演借贾冰饰演的老师之口，

在预告一开始便提出了人类的终

极命题——“人为什么而活着？”无

论是选择摇滚还是民乐，选择天文

还是钢琴，每一种活法都有各自的

精彩。重要的是自己喜欢，并认定

这是自己想为之热爱一生的事

情。片中，莫扎特帮小天坚定了自

己的天文梦想；虽然将重心移到家

庭，任大望也仍倔强地留着一绺摇

滚时的小辫。其实他们谁都没有

忘记自己的热爱与梦想。影片也

希望通过轻松欢乐的故事，告诉所

有心怀热爱、童心不泯的人，勇敢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没有人可以

定义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

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全片

由 IMAX 特制拍摄，将经由 IMAX
专利的数字原底翻版(DMR)技术转

制为 IMAX 版本，将登陆全国超

750家 IMAX影院，助力观众走进奇

幻绮丽的世界。另外，本片还拥有

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声版本，将在

全国杜比影院与大家见面。通过

独特的杜比视界画面和杜比全景

声系统，在视听层面实现惊人的丰

富度和层次感，带观众深深沉浸到

电影之中。影片最低票价数字 2D
方面，A 类一线城市 40 元，B 类 35
元；其他版本方面，A类45元，B类

40 元。据悉，以上仅为结算标准，

电影票价属于市场调节价，各地影

城将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调整。

《外太空的莫扎特》由陈思诚导

演，黄渤、荣梓杉领衔主演，姚晨特

别出演，范伟、贾冰友情出演，许君

聪、于洋主演，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7月15日全

国上映，献给孩子，献给童心。

河北省启动迎庆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青海省启动喜迎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外太空的莫扎特》发新预告开启预售
黄渤荣梓杉拒绝“被安排的人生”

《我和我的祖国》电影数字藏品首发

《你是我的春天》武汉首映

观众“三分钟鼓掌”致敬医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