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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剧《父辈的战场》在京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主

办的电视剧《父辈的战场》启动仪式在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大有书局举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

毅、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等出席启动仪

式。该剧出品人宋玮、制片人包建华、导演李

三林、编剧张珂等主创人员，联合出品方等近

百人参加活动。

李毅表示，《学习时报》11 月 23 日刊登了

《革命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讲述的是秦邦礼

同志的事迹。电视剧《父辈的战场》不约而同地

讲述秦邦礼等老一辈的事迹，这种偶然中的必

然，是中央党校人对革命先烈的情愫和敬意。

李毅指出，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这部献

礼剧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经贸战线的发展线索

来拍，对于今天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任务要求，都将具有现实启示和重要意

义，希望这部剧能够成为传播红色基因、解读

红色密码、广受欢迎的精品力作。

徐 宁 致 辞 中 表 示 ，该 剧 已 纳 入 江 苏

2019-2020年重点电视剧选题剧目，是江苏省

向建党百年献礼的重点文艺作品。希望在各

级领导的关心指导和艺术家们共同努力下，能

够把这部剧打造成为具有突出传播主流价值

和鲜明中国特色的立得住、传得开、叫得响的

艺术精品。

启动仪式还邀请了耿焱、肖裕声、周天勇、

饶曙光等专家学者，对电视剧《父辈的战场》剧

本编创等环节进行把脉，专家们就该剧的创作

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建议。专家表示，这

部剧原型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具有传奇性，

也是稀有题材，填补了空白。

该剧由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北京中新

华文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

业园、父辈的战场文化传媒（无锡）有限公司等

联合出品，江苏省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计划

于2021年投入摄制。 （影子）

本报讯 由法国电影联盟主办、法国驻华大

使馆协办的 2020年第十七届法国电影展映日

前启动。从2020年12月3日到2021年1月初，

法国电影展映将在北京、上海、西安、昆明、三

亚、大连等多个城市巡回，为中国观众带来《真

相》、《眼泪之盐》、《一出大戏》、《南法撩妹记》、

《我失去了身体》、《祝你生日快乐》、《西比勒》

和《好梦一日游》共八部法国新片。

此次展映还特别邀请到金鸡奖最佳男

主、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黄晓

明担任形象大使。“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

勋章”用于表彰全世界在文化艺术领域享

有盛誉，或对弘扬法国和世界文化作出特

殊成绩和杰出贡献的法国人及外国人，是

法国四种部级荣誉勋章之一，也是法国政

府授予文化艺术界的特殊荣誉。第二次担

任法国电影展映的形象大使，黄晓明现场

哼了一段法国电影《虎口脱险》的配乐，说

这是他“小时候看的第一部法国电影”。黄

晓明表示期待拍摄法国电影，希望有机会

能学习法语，以更好地为中法电影和文化

做奉献。

本届法国影展的开幕片是由“金棕榈”导

演是枝裕和，与两位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朱丽叶·比诺什联合带来的《真相》。除了《真

相》，法国“国宝”级演员凯瑟琳·德纳芙，还有

一部《祝你生日快乐》参与此次展映。这两部

电影，都聚焦在家庭范围里，讲述家人之间的

裂痕和缝隙，及亲情的弥足珍贵。

（林莉丽）

本报讯 反映“失读症”人群的电影《五彩缤

纷》日前在新影联东申影城点映。影片由华裔

导演胡安执导，朱珠、艾米·欧文、李雅男、赫小

哈等共同出演，于12月4日全国公映。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失读症群体的励志电

影，胡安以10年时间陪伴有“失读症”的女儿并

寻求专业引导，在孩子“恢复正常”后，又以超

出常人的毅力，完成了电影《五彩缤纷》的创

作，呼吁人们对其正确对待。为了通过这样一

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暖心故事，使失读症这个

“美丽的缺陷”不再让人望而生畏，胡安在诸多

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精准捕捉了失读症患者

家庭的困境与担当。

“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一直秉承着“弘

扬主流价值、坚定文化自信、引领大众审美”的

宗旨，致力于推广优秀国产电影、小众艺术电

影和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不

花哨却能直击内心的《五彩缤纷》，就是“首艺

联”所支持的这类优秀电影。在日前举办的

“首艺联”点映见面会上，纪录片导演樊启鹏和

心理学家林思恩，结合这部影片，围绕关于读

写障碍症的日常关怀与矫正等话题，与观众们

进行了近距离的交流。

该片由龙标影业公司、美国媒体资产公

司、正夫影业联合出品，12 月 2 日“首艺联”点

映，12月4日全国正式公映。

（木夕）

本报讯 由陕西榆林市文联主办、榆林市

影视家协会承办的骨干会员培训会日前举

行。榆林市文联主席张胜伟希望广大影视工

作者能把握时代精神、挖掘本土资源，努力开

创榆林影视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培训会邀

请北京爱梦娱乐CEO雷鸣和陕西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张阿利分别作了“创作端变革”与“大

话西部电影”讲座。

会上观摩了《望故乡》、《爱情预警》、《幸福

来得太突然》、《那人那事》、《一个人的城》等影

片，与会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交流。协会主

席张璟作了总结发言，希望各会员凝心聚力，

用影视的方式为家乡树碑立传，讲好家乡故

事、做足影视文章、发出榆林声音。

（鲁源）

初冬档虽无黑马但“广有良驹”

五部影片满意度超82分

从单片满意度来看，2020年初冬档调查的

8部国产影片中有 7部进入了“满意”区间（≥

80 分），其 中 5 部 满 意 度 超 82 分 。 而

2017-2020年初冬档主调查的36部影片中，满

意度超82分的总数仅6部，凸显了今年初冬档

虽无黑马却“广有良驹”的良性市场生态。

具体到影片上，战争剧情片《金刚川》满

意度以 83.7 分领衔，两部纪录片《掬水月在

手》、《保家卫国》和张艺谋导演新片《一秒钟》

满意度差距甚小，集中在 82.9-83 分之间，档

期调查的唯一一部动作片《除暴》同样以微弱

分差紧随其后，满意度 82.5分。另外，两部文

艺类剧情片《气·球》和《风平浪静》满意度也

均超 80 分。其中《金刚川》和《掬水月在手》

居 2017-2020 年初冬档调查影片满意度的第

二、三位，同时《掬水月在手》也是艺联专线上

映国产影片满意度冠军。

作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 周年的献礼片，《金刚川》保持了主旋

律战争影片的较高制作水准，观赏性、思想性

均居档期第一位。《掬水月在手》记录了中国

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一生，以文学纪录片

的形式传递人格之美、诗词之美，获得了观众

的高度认可，影片传播度居档期第一位。这

两部影片依托高满意度，获得了相对理想的

票房成绩，《金刚川》成为档期内唯一一部票

房破十亿元的影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了艺

联专线放映纪录片票房冠军和全线年度纪录

片亚军。

另外，居于满意度第三至五位的三部影片

在三大指数上也各有优势。记录抗美援朝历史

的文献纪录片《保家卫国》思想性、传播度分别

居档期第二、三位，张艺谋导演“献给电影的一

封情书”《一秒钟》观赏性和传播度居档期第二

位，王千源搭档吴彦祖主演的内地警匪动作片

《除暴》观赏性、思想性均居档期第三位。

档期影片创作各有所“长”

不同层次观众各有所“爱”

从不同层次观众对影片的评价来看，初冬

档普通观众、专业观众对超过 80 分的单片评

价一致，对满意度前六位的影片则是各有所

“爱”。

《金刚川》在普通观众评价中居第一位，但

在专业观众评价中居第五位，二者排序差值为

档期最大。普通观众对于影片“正能量”、“视

觉效果”、“故事喜爱度”等指标均给出了档期

最高评分，而专业观众除了对其“视觉效果”和

“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念”给出了前三的评价之

外，其他指标评分均表现平平。

专业观众评价最高的影片为《掬水月在

手》，影片“类型创作”、“创意新颖度”、“情节合

理度”、”音乐效果”及“精彩对白”得分均为档

期最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文学传记片并没

有在形式和节奏上讨好普通观众，但普通观众

也给出了档期第二的满意度评分，充分彰显了

影片的优质创作水准，也表

明普通观众的电影艺术审美

能力在不断提升。

《一秒钟》“主要演员的

表演”同时获得了普通观众、

专业观众评价第一名，《保家

卫国》思想性相关指标显示，

普通观众（“思想的深刻

性”）、专业观众（“健康积极

的价值观念”）均给予了档期

最高评分。

在另外三部进入“满意”

区间影片的细分维度评价

上，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也

显示出一定差异。其中普通

观众对警匪动作片《除暴》评

价略高，“主要演员的表演”、

“正能量”、“故事喜爱度”等

指标得分居档期前三位。专

业观众则对文艺剧情片《气·
球》评价略高，影片“类型创

作”、“创意新颖度”和“思想

情感的深广度”得分居档期

前三位。专业观众对《风平

浪静》“主要演员的表演”评

分也进入了档期前三名。但

总体看，这三部影片亮点不

突出，在创作上有待进一步

突破。

“非常规”档期叠加后疫

情市场效应，2020 年初冬档

电影票房未能有亮眼表现，

但档期影片的艺术创作水平

得到了观众较高认可。抓创

作、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成果不断显现，形成了

对从业者专注提升内容品质

和不断进行艺术创新的正向

引导。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

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联合艺恩进行，是一套独立

于票房之外的电影综合评价

体系。

满意度调查采用影院现

场抽样调查、一线从业者和

专家在线调查、大数据抓取

分析等方法，以观赏性、思想

性和传播度三大指数对国产

电影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

新鲜度指标评价影片创新

性。调查样本分为普通观

众、专业观众两个群体，覆盖

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截至

2020 年初冬档，中国电影观

众满意度调查已完成了 36
个档期调查。

（上接第1版）

陕西榆林市影视家协会举行骨干会员培训会

首艺联点映《五彩缤纷》：带你了解“失读症”人群

2020年第十七届法国电影展映启动

本报讯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由梁

朝伟、段奕宏领衔主演的影片《猎狐行

动》近日发布“梁朝伟好坏”角色特辑，

尽显“迷人”反派魅力。梁朝伟在影片

中饰演“红通”经济犯罪嫌疑人戴逸

宸，卷走 174 亿多元人民币赃款潜逃

海外。他集迷人和危险于一身，外表

看似文质彬彬，实则包藏祸心，心思行

为让人捉摸不透。

《猎狐行动》是梁朝伟时隔 14 年

再度出演“坏人”，对于戴逸宸这个角

色，梁朝伟表示此次饰演的反派对他来说是

独特的，“提到反派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恐怖，

但戴逸宸这个角色很有魅力，很会交际，基本

上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但他同时又在利用所

有人。”

片中，梁朝伟饰演的戴逸宸出入于上流社

会，在各种社交场合八面玲珑，如鱼得水。商

场上，他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钻尽法律的

漏洞，一次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官场上，他

是心怀鬼胎的“虚伪朋友”，对自己生意上的搭

档表里不一，心怀叵测。情场上，他是优雅而

无情的“感情骗子”，利用钱色交易讨好女律师

艾尔莎让其为自己辩护。

在谈及与影片中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时，

梁朝伟毫不犹豫地说出“他们对我来

说都是我的棋子”。导演张立嘉也表

示：“帮助过他的人都被他灭口了。”戴

逸宸这个角色的可恨与无情，让不少

网友看了直呼“梁朝伟演起反派真是

又坏又迷人”！

对于梁朝伟所饰演的反派角色，

导演张立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梁朝

伟抓人物抓得非常快，我们经常是一

条过，他表现出的气场和眼神就很到

位。”片中饰演“猎狐小队”成员郭小佳

的夏侯云姗也表示，梁朝伟所饰演的戴逸宸就

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狐狸：“梁朝伟拍摄时会根

据自己的感觉来，戏里面扔雪茄、发怒等细节，

都完全是他的即兴发挥。”

电影《猎狐行动》由上影新浪潮、墨客行、

上嘉映画联合摄制，将于 2021年 1月 8日全国

公映。 （杜思梦）

《猎狐行动》梁朝伟“坏”出新高度

本报讯 将于 12月 18日上映的“硬核”视效

大片《紧急救援》宣布预售开启。《紧急救援》是

华语首部海上救援题材电影，是林超贤继《湄

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后第三部“硬核”视

效大片，影片取材自真实故事，讲述了现实中

的“超级英雄”中国救捞人无畏险境挺身而出

的故事，展现了中国救捞人无惧艰险、舍己为

人的英雄形象。

《紧急救援》是导演林超贤准备五年的电

影。对于电影拍摄初衷，林超贤表示，一直想

拓展新题材，五年前看到救捞人的短片时被感

动。虽然救捞人面对“凶猛”自然之力是那么

渺小，但是他们拥有的“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

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又是这么的

伟大，很敬佩他们。他们的职业是鲜为人知，

将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让他们走进大众的视

线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与林超贤以往的作品相比，《紧急救援》拍

摄难度更上了一个台阶。为了让飞机坠毁场

面更加的真实，林超贤打破以往用特效制作飞

机场景的惯例，采用实景拍摄并购买了一架真

飞机。同时为了让演员有更好的表演，林超贤

和演员一起深入水底，亲自掌机拍摄。有一场

潜水的戏份让几乎没有潜水经验的他感受到

了恐惧，“当恐惧来的时候你是会放大那个恐

惧，完全控制不到，我的手都在抖，抓着机器也

在抖。”林超贤如是说，不过他也表示很享受和

演员们一起在“前线”的感觉。

电影《紧急救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中视

时尚、英皇影业、腾讯影业、浙江博纳、高德集

团、天津猫眼微影联合出品。

（杜思梦）

视效大片《紧急救援》预售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