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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列车“驶入”广西河池
公益电影助力老区乡村文化振兴

本报讯 7月26日，由科学技术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

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科技列车河池

行”活动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启动。

当天上午，科技部副部长邵新宇宣布

活动启动，并举行了捐赠和授旗仪

式。中国电影集团向河池市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赠送了高流明激光流动数字

电影放映设备（含7米银幕）1套、科教

片和故事片放映场次1000场。

中国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总经理毛羽带领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总经理杨洪

涛、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有限公

司院线部崔磊等队员，组成“科技列车

河池行”科普电影小分队奔赴广西河

池。在当地，科普电影小分队与河池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雄健、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二级调研员谢胜

桃、河池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莫世

琼、河池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韦乃安、河池市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总经理韦群祥

一起，冒着高温酷暑，先后赴广西环江

县、东兰县、巴马县实地调研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情况，参加了各地开展的不

同主题的农村公益电影和科普电影放

映活动，为老区人民送去了科技文化

食粮，助力老区乡村文化振兴。作为

2022年“科技列车河池行”的系列科普

宣传活动之一，科普电影展映于 7 月

26 日起走进全市 11 个县（区）及各乡

镇，在之后的3个月内，放映1000场次

科教片和故事片，播放内容涵盖“‘喜

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时代

楷模”等主题影片。

7 月 26 日，科普电影小分队奔赴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在宜州区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何大生、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韦晓、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蒋晗明的陪同下，实地

察看县电影公司放映环境，了解人员

配置、放映队伍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

全县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情况，

并参加了当地组织开展的“农村公益

电影进社区”放映活动。毛羽、杨洪涛

等小分队成员深入到放映员和群众当

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情况。

当晚电影小分队还与环江城西移

民新区的数百名群众一起观看了中影

集团赠送的科教片《治理黑臭水体 共

建美好家园》和故事片《穿过寒冬拥抱

你》。放映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社区居民唐柳平说：“通过观看科普影

片，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党在环境治理

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党的好政

策，我们才能集聚到这个大家庭，营造

良好的人居环境、共建美好家园是移

民新区里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7 月 27 日，科普电影小分队在东

兰县调研电影放映情况，县委常委、副

县长郭志丰陪同调研。小分队充分肯

定了东兰县电影公司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表示电影放映工作是当前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发展的一项

惠民工程。应利用各种途径，加大对

放映员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他们的

文化素养和技术能力，进一步提升他

们的责任心、自信心和荣誉感，为推动

电影放映工作健康发展，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做出应有贡献。科普电影

小分队还前往韦拔群烈士故乡、右江

革命根据地策源地——武篆镇，参加

了县电影公司在魁星楼广场开展的

“农村公益电影进革命教育基地”放映

活动，和当地群众一起观看了中影集

团赠送的科教片《儿童用品安全》、故

事片《我和我的父辈》。

7月28日上午，科普电影小分队在

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

部长李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覃明超的

陪同下，调研了巴马县的农村公益电影

的放映情况。傍晚，科普电影小分队回

到河池市宜州区参加“农村公益电影进

广场”放映活动，与当地群众共同观看

了中影集团赠送的科教片《保护绿水青

山、留住金山银山——农村饮用水资源

保护》、故事片《一点就到家》。

“科技列车河池行”科普电影小分

队认为，农村公益电影是一项文化惠

民工程，通过“科普电影进乡村”专项

活动的开展，弘扬了科学精神，宣传了

科普知识，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农民

群众的科技素质。每到一处，小分队

都深入基层，了解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情况。在谈到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

时，毛羽说，作为几十年的电影人，尤

其是作为一位农村公益电影的老兵，

此次在红色革命老区河池举办的“科

技列车行”活动，更是充分感受到公益

电影所发挥出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他

表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作为“国家

队”，一定不负党和政府的重托，走好

第一方阵，切实当好牢牢占领农村文

化宣传主阵地的排头兵，把优秀的电

影文化送到农民群众中去，和广大农

民群众一起在光影中，讲好中国故事，

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好红色血脉，传

播好科技文化，继续为“科技列车行”

注入电影人的力量。 （支乡）

本报讯 7 月 27 日晚，夜幕降临。

山西运城盐湖区学院花都社区天鹅湾

小区广场，人声鼎沸。一首振奋人心

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

广场上空飘扬。吃过晚饭的居民们搬

着小板凳，三五成群向小广场聚拢。

电影放映员陈师傅早早来到现场搭好

银幕，调试好放映设备，放开音乐，等

待观众的到来。

今年以来，为迎接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盐湖区委宣传部采取“四屏联

动，万屏互动”模式，全力推进盐湖主

媒创建，在全区广泛开展公益电影进

社区（农村）“1+1+5000+100 万”文化

惠民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由盐湖区委宣传部主

办，区电影公司承办，采取“农村公益+
城市社区”阵地联动，在原农村公益电

影的基础上，增加城市社区公益电影

放映，全年总放映任务 5000 场，主要

播放近年来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秀国产

爱国教育影片，用“红色电影+”的形

式，让经典电影在城乡间迸发新的时

代价值，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

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凝聚创造

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

据悉，为了让人民群众更多的了

解盐湖区委、区政府富民、惠民好政

策，活动要求每场电影放映前，要集中

播放区委全会、人代会、政协会等重要

会议精神以及《盐湖新闻周播》等时政

短片，让区委、区政府的声音通过电影

银幕覆盖100万城区居民。

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是盐湖区

2022年重点民生实事中的文化惠民项

目之一，区委、区政府给予本次活动鼎

力支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确

保居民能看好电影，要求放映部门给

观影群众配备瓶装水、扇子、防蚊喷雾

等，这一系列惠民举措得到群众一致

好评，纷纷表示区委、区政府真是群众

的贴心人，让大家不出小区就能享受

“文化大餐”，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

共享，极大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指数。

本次活动自 5 月份开始实施以

来，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和基层

社区的大力支持。依托“公益电影进

社区（农村）”活动放映平台，先后组织

了“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红色电

影专场、暑期儿童动画电影专场、助力

乡村振兴——优秀脱贫攻坚电影专场

等主题放映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观

影需求。截至 7 月底，在盐湖区 76 个

城市社区、314个行政村共放映《我和

我的祖国》、《红海行动》、《金刚川》、

《建党伟业》等 16 部优秀国产影片

2600 场，观影人数累计达 300 余万人

次。

目前，该区电影公司共有 22支放

映队伍活跃在广大农村、社区免费给

群众放电影。下一步将加大设备投

资，增加放映队伍，争取实现盐湖农

村、社区两大主阵地放映区域全覆

盖。 （支乡）

本报讯 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国

电影资料馆、张掖市委宣传部及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联合摄制，

甘肃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甘肃表是文

化传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主

导拍摄的电影《天盖勒》日前在甘肃张

掖开机拍摄。这是首部反映裕固族人

民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题影

片，由国家一级导演黎涛执导、王寿华

担任编剧、刘青录担任制片人，旺卓

措、夏望、洛桑群培、沈诗雨等主演。

《天盖勒》是张掖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更好地反映肃南裕固族人民贯

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和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展现裕固族牧区群众凝聚

共识，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凝心聚

力“谱新篇”的精神风貌的全省重点文

艺创作项目。

影片主要反映裕固族基层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带领草原人民

壮士断腕，整治祁连山生态环境，发展

生态旅游业，实现乡村振兴的壮举；展

现裕固族群众自 2017年以来，深入贯

彻“两山理论”，推动祁连山生态修复

治理与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旨

在通过该影片讲好党治国理政的故

事，讲好乡村振兴的故事，讲好民族团

结的故事，讲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故事。

据悉，该片全程在肃南县拍摄，成

片后将在全国城市院线、农村院线、

CCTV-6电影频道、优酷、爱奇艺、腾讯

视频、1905 网、IPTV 等全平台公映播

出，并将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少数民

族影展”。

（支乡）

本报讯 7月 31 日，由广东省电影

局主办，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

电影行业协会共同协办，南方都市报

社、南都娱乐公司承办的“2022 广东

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暨《猪猪侠大电

影·海洋日记》全国点映活动推介会”

在广州塔金逸影城举行。作为“猪猪

侠”系列大电影的第七部作品，《猪猪

侠大电影·海洋日记》延续了该系列

的品质和水准，实现内容升级，打破

了空间禁锢，让故事在深邃感十足的

海底展开。

自 2005年诞生起，“猪猪侠”一直

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成长，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民 IP”。《猪猪侠

大电影·海洋日记》总导演钟裕表示，

关于海洋历险的故事在电影中被娓娓

道来，能让观众了解到保护海洋的重

要性和许多正能量。“通过猪猪侠的每

一次历险，教会孩子们团结、勇敢、善

良等美好品质，传递成长正能量。《猪

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依旧坚守初

心、寓教于乐，站在孩子的角度打造与

设计故事。”

推介会上，《猪猪侠大电影·海洋

日记》主创团队走心分享创作这场“海

洋历险记”的幕后故事。据介绍，猪猪

侠大电影已走到第七部，在动画电影

领域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成为孩子们

每年到电影院“打卡”的必备项目。基

于长达 17 年的“国民 IP”影响力和在

动画电影领域不断深耕、创新的制作

团队，大电影《海洋日记》在内容和制

作上完成了双重升级，为观众带来更

精彩的视听体验。

相较以往的大电影，打磨《猪猪侠

大电影·海洋日记》的耗时上堪称历史

之最。咏声动漫电影事业部总经理黄

龙介绍，团队一边复盘过往六部电影，

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在剧本打磨上倾

注大量精力。“我们邀请了北京电影学

院的陈廖宇教授来把控故事主线，中

央戏剧学院毕业、擅长情景喜剧和儿

童剧的编剧郑赟来设计故事桥段，增

添笑点爆点，力求做到寓教于乐”。此

外导演钟裕还透露，为了还原电影中

的海底世界，主创团队几度去到中国

南海博物馆实地考察。而电影中的所

有海洋生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

到对应、真实存在的生物。

在制作上，猪猪侠全新的潜水形

象和全片 90%的海底场景，成为了电

影一大亮点，预告片释出后便受到了

大量观众的好评。广东咏声动漫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古志斌呼吁观众在最热

的夏天和猪猪侠一起“潜往”清凉海洋

乘凉避暑。

据了解，《海洋日记》已于 7 月 30
日-31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33个城

市、1000多家电影院开启点映活动。

（影子）

本报讯 开心麻花科幻喜剧电影

《独行月球》于 7 月 29 日起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沈腾、马丽继《夏洛特烦

恼》后再度以领衔主演身份合作，与观

众相约暑期。7月28日，IMAX在京举

办《独行月球》超前点映活动。

沈腾、马丽组合以及开心麻花的

喜剧风格无疑是《独行月球》的最鲜明

标签，而饱满的情感体验同样深深打

动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

就笑了，不知不觉就被故事和角色‘拿

捏’。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会让你热

血沸腾，温暖的情感又会在下一秒让

你热泪盈眶。这样的情感冲击在

IMAX影厅的沉浸环境下更加直击人

心、感同身受。”“好的喜剧不止步于好

笑，而是把生活和情感的真实底色不

动声色地融入其中，让观众共鸣共情，

《独行月球》做到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独行月球》中的

科幻元素也令不少观众倍感惊艳，大

呼“意外”，开心麻花对科幻的尝试深

获肯定。100%实景搭建的月球基地

在 IMAX的视听条件下不仅经受住了

考验，更成为惊艳观众的视觉奇观：

“科幻元素的表现非常惊喜，严谨、真

实，特效质感不输国外大片，诚意满

满。”“制作精良，无比真实，每一帧都

适合 IMAX。尤其是在大银幕上才能

完全感受到这种震撼。”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青年电影手册、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电环媒集团

主办的第 13 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盛

典在京举行。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华

语十佳影片的有《宇宙探索编辑部》、

《永安镇故事集》、《爱情神话》、《妈妈

和七天的时间》、《柳浪闻莺》、《深空》、

《浊水漂流》、《美国女孩》、《瀑布》、《手

卷烟》。

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导演由

《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和《浊

水漂流》导演李骏硕获得。孔大山是

青年电影手册历史上第一个以长片处

女作获得年度导演的电影人，他对于

科幻类型和纪录片模式的探索，让我

们看到华语电影在未来更多的可能

性。

今年的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

新导演由三位青年导演共同摘得，分

别是《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导

演魏书钧，《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导演

李冬梅以及《深空》导演陈冠。三位导

演在获奖感言中表示，虽然电影创作

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但自己对于

艺术的追求与坚持却丝毫未减。

三位年轻编剧邵艺辉、孔大山和

王一通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

编剧。《爱情神话》是邵艺辉自编自导

的长片处女作，通过几个中年人的爱

情选择，给摩登时尚的海派文化增添

了一丝灵动的气息。

吴彦姝和汪飏分别在电影《又见

奈良》、《柳浪闻莺》担纲主演，她们出

色的演绎获得了评委一致认可，共同

摘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女演

员。杨皓宇和张震分别凭借在电影

《宇宙探索编辑部》、《缉魂》的精彩表

演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男演

员。

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男配角

由《永安镇故事集》的康春雷获得，年

度女配角分别由出演《人潮汹涌》中饰

演火锅店老板的黄小蕾以及在《爱情

神话》里饰演格洛瑞亚的倪虹洁摘

得。电影《柳浪闻莺》主演阚昕和《深

空》主演魏如光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

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商业片

颁发给了《你好，李焕英》，青年电影手

册 2021年度动画片颁给《雄狮少年》，

青年电影手册 2021 年度纪录片授予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影子）

山西运城盐湖区开展文化惠民服务活动

公益电影进社区进农村

讲述裕固族人民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故事

电影《天盖勒》甘肃开机

《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亮相广东优秀电影推介会

IMAX在京举行《独行月球》超前点映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佳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