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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高校云集庐山

“爱·庐山”影视短片季开拍

■
文/

本
报
记
者
李
佳
蕾

李
霆
钧

﹃
七
夕
档
﹄
票
房3 . 8 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约9 4 %

《
独
行
月
球
》
上
映1 0

天
票
房
破20

亿
元

周
票
房
时
隔
半
年
再
攀1 4

亿
元
高
位

本报讯 8 月 4 日，来自中国传媒

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10所影视高校

和江西省本地院校师生汇聚庐山，正

式启动“爱·庐山”影视短片季。

庐山旅发委党委书记、主任唐建

宇，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爱·庐

山”影视短片季总策划饶曙光，庐山发

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端木林致辞。

青年导演、“爱·庐山”影视短片季开营

导师陈剑莹，高校团队带队老师代表

和主创代表相继发言。各高校团队与

嘉宾导师积极互动，现场氛围活跃。

作为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

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庐山”影视短片

季由组委会联合中国电影基金会、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等共同主办，面向全国高校邀约短片

拍摄团队，深入庐山实地创作拍摄以

“爱·庐山”为主题的短片。

本次短片季赢得了业界的高度关

注和大力支持，导演、演员陈思诚助

阵，青年演员姚安娜和牛骏峰担任推

广大使，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

棕榈大奖导演陈剑莹担任开营导师和

终审评委，为创作拍摄团队提供指导。

“爱·庐山”影视短片季以高校为

单位进行报名，各主办单位发动主要

省市的影视行业协会、全国数百所开

设影视专业的高校共同参与到短片季

征集中。截至7月26日，短短一周，已

有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

戏剧学院等 40多所高校 70多个团队

踊跃报名。

7月 29日下午，20所高校的 23支

优秀团队参与线上路演，评委们根据

初评结果和路演情况，集中评议，推选

出 10 强，以及一所江西本地高校团

队，于 8月 3日来到庐山，开启创作拍

摄之旅，实地拍摄以“爱·庐山”为主题

的视频短片。

10强团队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等专业影视高校的师

生，也有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综合大

学里影视学院的师生，且均有短片拍

摄经验，势力强劲。

“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

一流影视高校，齐聚庐山，拍摄十部以

“爱·庐山”为主题的影视短片，这在庐

山历史上还是首次。”唐建宇在致辞中

表示，一部《庐山恋》赋予庐山浪漫传

奇色彩。如今，这么多青年电影人汇

聚庐山，用光影点燃青春激情，用新的

视角演绎新时代的庐山，非常值得期

待，希望这座人文圣山能给大家的创

作带来更多灵感。

饶曙光也认为，现在已经是视频

时代，众多新一代已经习惯用短视频

表达生活和情感。本次各主办单位发

动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进来，用年轻的

视角和光影的方式来表现庐山别样的

美，把《庐山恋》的浪漫精神发扬广大，

非常值得期待。

端木林认为，庐山一年四季都有

它的特点和魅力，庐山的美，需要年轻

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传递给年轻

人，需要陈剑莹、姚安娜、牛骏峰这样

优秀的年轻人来为庐山代言，需要各

位青年学子，用光影谱写爱情圣山，用

灵感点燃激情盛夏。

凭《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荣获第

75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

的导演陈剑莹，作为开营导师与各创

作团队进行深入交流，向大家分享了

她的心得体会。

她在启动仪式现场表示，看过《庐

山恋》之后一直很想来庐山，在纷繁的

世界里 庐山是一片净土，又有着丰富

的故事等待挖掘。她这次提前了两天

来到这里，感受到庐山的山水之美，庐

山人的热情。“很激动能遇见这么多新

鲜有活力的创作者，感受到大家对电

影的热情，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创作，

能给到大家一些有用的建议。”据陈剑

莹透露，她的下一部院线长片就是爱

情片。“美好的爱情，拥有可以改变我

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力量，希望各位

年轻创作者拍出你们眼中的爱情。”

启动仪式现场，中国传媒大学副

教授范小青在代表高校老师发言中表

示，这次在庐山实地取景拍摄关于爱

的短片，机会难得。中央戏剧学院代

宇钊代表学生主创，感谢本次“爱·庐

山”影视短片季的主办方能够提供这

样一个宝贵的平台，力争通过视听语

言，将庐山的自然奇观和人文元素都

融合在影片中，拍摄出有新意有创意

的“爱·庐山”故事。

启动仪式之后，创作团队将开展

拍摄工作。在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

影周举办期间，拍摄完成的短片将在

官方视频平台号和其他视频播放平台

播出，并在庐山当地进行“沉浸式展

映”。发动全国游客和庐山当地居民

全程参与，吸引以大学生群体为主的

青年人向往庐山、体验庐山，为人文圣

山和爱情圣山赋能。 （姬政鹏）

本报讯 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

博领衔主演，苏彪、大鹏编剧的电影

《热烈》于近日宣布杀青。电影《热

烈》讲述了追寻街舞梦的少年在老

炮儿教练的指导下，克服重重阻碍，

在热爱的舞台上发光发亮的热血故

事。此次影片是黄渤与王一博在大

银幕的首度合作，携手展现因热爱

而坚持的热烈人生。

影片自开机以来便备受关注，

历时 70 天的拍摄，于近日正式宣布

杀青。近千人的剧组面对42度的炎

热酷暑天气，在片场反复打磨每一

帧细节。每场戏结束后主创队员全

部大汗淋漓，将最热烈的汗水流在

了最热烈的片场。杀青当日，主创

不舍作别，现场气氛“燃”力拉满。

此次，电影《热烈》曝光杀青海

报，海报中老炮儿教练（黄渤 饰演）

轻拍呆萌徒弟（王一博 饰演）头顶，

黄渤眼中充满赞赏与鼓励，师徒上

演温馨“摸头杀”。联想此前曝光的

贴片预告中，黄渤面对王一博想要

留在“惊叹号”舞团的请求时，一句

“那看你表现啊”充满考验意味，与

海报中两人温馨画面成鲜明对比，

令人期待背后故事。

（花花）

单片方面，《独行月球》独领风

骚，以 2.52 亿元的票房收入排名“七

夕档”首位，票房占比约 65%。虽然

《独行月球》没能刷新 2020 年奇幻爱

情片《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创下的 2.7
亿元七夕档单片最高票房纪录，但这

毕竟是《独行月球》公映的第七天，与

上映首日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存

在一定差异。

截至 8 月 7 日，《独行月球》上映

10 天累计票房突破 20 亿元，暂居

2022 年电影市场票房榜第三位。追

赶开心麻花参与出品的另一部喜剧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26.27 亿）

指日可待。

点映新片《明日战记》以 5898.62
万元紧随其后，第三、四名为《遇见

你》、《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分别

有 4746.69万元、1112.75万元的入账。

今年在头部影片《独行月球》的

带领下，提前点映的科幻新片《明日

战记》与符合七夕节氛围的爱情新片

《遇见你》、《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

情》，加之老片《人生大事》、《神探大

战》、《迷你世界之觉醒》等，共同组成

了今年七夕档的放映格局。

回顾近几年的七夕档票房冠军

影片，可以看出俘获观众的芳心不一

定是符合节日氛围的爱情片。如

2018年的喜剧片《一出好戏》、2019年

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2021年

的动作片《怒火·重案》、2022 年的科

幻喜剧《独行月球》，喜剧、动画、动

作、科幻，可见观众的喜好是多样

的。纵观历年暑期档，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需要不同体量、多类型影片投放

市场，才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而

七夕档包含在暑期档中，因此也不例

外，所以非爱情片也能在七夕档取得

不错的票房成绩。

从排片上看，《独行月球》与《明

日战记》占据了大部分排片，两部爱

情新片反而排片率并不高。一位影

城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独行

月球》、《明日战记》热度比较高，所以

相对应会给多一点。尽管爱情片会

更符合七夕节的浪漫氛围，但受之前

爱情片口碑的影响，观众的选择会更

为谨慎。”而保利国际影城的赵经理

则从受众心理出发，“这几年受疫情

影响，大家在心态上也有一定影响，

部分人对喜剧的渴望要高于对爱情

片的渴望。”观众黄女士也表示：“之

前看了《暗恋·橘生淮南》我个人不是

很喜欢，这次七夕更想看《独行月球》

放松一下。”

《独行月球》稳坐第一，并不让人

意外。但是爱情片《遇见你》的表现

倒是让不少从业者表示有些意外。

《遇见你》由落落执导，李汶翰、徐若

晗等出演，曾定于五一档上映但因疫

情撤档。截至 8 月 4 日 19:00，《遇见

你》以 16%的排片，收获了 4746.69 万

元，与排片占比 21.2%的《明日战记》

相差不过 1152 万元。导演落落之前

执导的两部影片《悲伤逆流成河》、《如

果声音不记得》分别收获了 3.57 亿元

和 3.35 亿元的票房成绩，这部《遇见

你》能否成功超越前作令人期待。

另一部光线的爱情片《我们的

样子像极了爱情》尽管在票房表现

上不如《遇见你》这么强劲，但是当

天光线发布了新片《这么多年》的海

报，可见光线对爱情片的创作依旧

充满信心。

除了两部爱情新片外，市场上

还有一部电影新片《明日战记》，该片

由吴炫辉执导，古天乐、刘青云、刘嘉

玲等参演，讲述未来世界一颗陨石坠

落带来杀伤性外星植物，精英战队为

解救 560万人铤而走险重装出击的故

事。业内预估影片最终能落至 6亿元

左右，“影片动作戏比较多，在宣传过

程中以华语第一部机甲硬科幻为卖

点，对机甲不是很了解观众可能没什

么兴趣，但是主演都有较强的吸引

力，后续如果能够有更出色的表现，

影院会在排片上有所调整。”

截至 8 月 7 日，《明日战记》首周

末三天票房突破两亿元。

本报讯 由落落执导，李汶翰、徐

若晗领衔主演的电影《遇见你》已于七

夕心动上映。日前，影片曝光“真爱观

后感”口碑特辑，观众走心分享观影感

受，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哭自己、在刻骨

的遗憾中看懂曾经，真实而接地气的

故事剧情，让许多人得以共情。

“真爱观后感”口碑特辑记录了影

片路演现场许多令人动容的瞬间。观

影中途，热泪盈眶的观众比比皆是，颤

抖的肩膀、停不下来的眼泪，印证了该

片真实戳心的一面。观影结束，许多

观众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有人

肯定了影片的接地气，直言“这就是现

实的生活”；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并表示台词写进了自己心里，“谈了两

年多的男朋友分手的，影片当中有一

个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以为是分担，

结果居然是负担’”；还有许多观众在

片中看到了遇见的意义，并给曾经的

TA 送上祝福，因为“从遇见那一刻开

始，就是很浪漫的一件事”。真实而动

情的反馈，足见影片对现实爱情的呈

现十分深刻，无愧获赞“暑期最佳话题

爱情片”。

（花花）

本报讯 热血动画《迷你世界之觉

醒》已于7月30日登陆院线，影片凭借

奇幻场景、热血故事和爆笑情节等出

色观影体验，连续六天斩获同档期动

画电影单日票房、上座率、排片占比冠

军，收获观众一致好评，成为暑期合家

欢观影首选。作为迷你世界首部大电

影，六年之约不负期待。

影片中多个勇敢正义的角色也获

得了观众们的盛赞。主人公卡卡是一

个热血少年，故事讲述他是如何从困

境中挣脱出来，自我觉醒扭转局面的

历程。满怀正义感的角色设定让小朋

友在观影后直呼“太帅了”，并表示“我

以后也想成为卡卡这样的人，保护家

人也保护自己”。

另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则是

影片中“叱咤风云”的黑龙，不仅勇猛

威武的形象让小朋友们印象深刻，它

在影片中的台词“最重要的是有一颗

守护的心，它是保护你意志的盔甲，也

是你刺向敌人最尖利的武器”也让观

众们明白了守护的力量。

（花花）

大鹏新作《热烈》杀青

《迷你世界之觉醒》热映

《遇见你》发布口碑特辑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统计，8月4日“七夕节”，全国电影

票房3.84亿元，远超去年1.98亿元的票房收入，同比增长

94%，观影人次约876.68万人次。在“七夕档”带动下，

2022年第31周（8月1日-7日）票房达14亿元，创下2022

年第7周（2月14日-20日）以来的新高。

单片方面，《独行月球》“七夕”单日票房2.52亿元，占比

约65%。截至8月7日，该片上映10天累计票房达20亿

元，暂居2022年票房榜第三位。8月5日上映的科幻片《明

日战记》首周末票房超两亿元。8月4日上映的爱情片《遇

见你》票房达6670万元。

◎“七夕”档期效应明显
3.8亿票房为“情人节”后工作日新高

回顾近三年的七夕档，可谓是

“年年都有困难，但每年都闯过来

了”。2020 年 7 月 20 日全国影院复

工，一个月后的七夕档以 5.2 亿元

的成绩让从业者发出惊呼：“没想

到”、“太火了”；2021 年七夕档前

夕，多地影院关停，放映场次锐减，

新片紧急提档，老片降价延期，最

终斩获 1.98 亿元票房，是当时中国

电影市场 80 多天来的最好成绩。

今年七夕档的一个多月前，受

疫情影响，市场环境低迷，全国营

业影院数在 10000 家左右，但全国

电影单日票房收入还不足 5000 万

元。尽管有困难，但七夕档期依旧

有着较为不错的表现。据国家电

影专资办初步统计，8 月 4 日七夕

节，全国电影票房 3.84 亿元，远超

去年七夕节 1.98 亿元的票房收入，

同比增长 94%，观影人次约 900 万。

尽管七夕节并不是法定节假

日，但是其档期效应依旧明显。《独

行月球》7 月 29 日正式上映后将本

周工作日票房拉升 1 亿元以上，七

夕档更是发挥其档期加成效果，将

工作日票房拉升至 3 亿元以上，并

且成为 2 月 14 日以来全国工作日

单日票房最高的一天。可见，观众

并未离场，好片子在档期的加成

下，市场依旧能够焕发活力。

不少影城也在七夕当天组织多

种活动，提高观众观影热情和仪式

感。如，首都电影院的“以爱为名”

拆盲盒计划，观众可在七夕当日通

过微信公众号商场购买“七夕盲盒

卡”，开卡费 7.7 元，卡内包含两张

观影券，随机观看《遇见你》、《我们

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独行月球》、

《明日战记》。广东青宫影城则开

设特殊场次，尤其是针对爱情片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遇见

你》分别设置了 13:14、17:20 及 19:
45、20:20 带有寓意的场次，增强了

观众的观影仪式感。

◎《独行月球》“七夕”单日票房占比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