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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莉丽）首届未来

影像·冰雪电影展日前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启动。导演、编剧陆川，演员江

疏影共同担任此次影展推广大使。本

届影展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

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哈尔

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作为支持单位，融创文化集团

和融创中国华北区域集团承办。影展

活动历时四天，分为开幕式、专题研

讨、影片展映等环节，影展以“未来影

像”为主旨，探讨和传播未来影像魅

力。

融创集团将加速建设哈尔滨影都

为区域影视发展赋能

融创文化集团总裁孙喆一在开幕

式致辞中表示，数字工业技术是未来

影像的题中之义，也是融创文化发展

的重要注脚，“融创文化重点开拓科幻

和动画这两大对工业技术要求更高的

内容品类，也将引入世界级的虚拟拍

摄体系”，融创文化旗下影视基地与

BASE 都为技术参与未来影像叙事提

供了积淀。

孙喆一同时表示，融创集团将加

速建设哈尔滨冰雪影都项目，这是集

影视制作、影视体验、文旅产业为一体

的产城融合项目，冰雪影都期待为哈

尔滨乃至黑龙江省的影视文化发展注

入更大的动能。融创文化集团副总裁

黄晓欧、副总裁李宇浩共同出席未来

影像·冰雪电影展专题研讨环节，并分

别发表主题演讲。

科幻是融创文化的星辰大海

中国科幻影视即将进入黄金时代

此次影展主题为”未来影像“，科

幻是对未来时间、空间的故事叙述，科

幻也是此次影展的重要主题。融创文

化集团副总裁李宇浩带来了科幻方向

的主题演讲，在他看来，中国科幻影视

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到黄金时代，而这

同以下四个条件背景息息相关：

国家科技引领与技术创新成为了

科幻影视兴起的土壤；达到世界高度

的中国科幻文学，已成为科幻影视的

养分与重要来源；《流浪地球》的成功

成为科幻影视向上发展的“破局点”，

并成为鼓励行业继续前行的标杆性作

品；以“科幻十条”为代表的国家政策

支持，成为科幻影视发展的更重要条

件。

为什么融创文化要战略开拓科幻

内容？李宇浩现场表示，这同融创文

化的基因有着切实关系，“我们背靠融

创中国，同时其还有丰富的文旅场景，

我们想要以内容 IP来串联线上线下”，

因此确定了 IP 长链运营的公司逻辑，

而世界范围科幻已经证明了其衍生开

发的价值。

据介绍，过去两年，融创文化在科

幻领域有着众多探索，其中标志性的

事件是今年 10月，融创文化集团与四

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宣布共同

成立“融幻影业”。《科幻世界》拥有国

内最大的科幻作品版权资源库，刘慈

欣的《三体》长篇系列、《流浪地球》均

首发刊登于此。融幻影业将聚焦科幻

文学版权运营、孵化优质科幻影视项

目及 IP，这是融创文化进入到科幻产

业链上游的科幻文学领域，开拓科幻

迈下的又一坚实步伐。

此外，融创文化旗下BASE也是开

拓科幻内容的重要支撑。BASE 参与

了《星球大战》系列，《环太平洋》、《变

形金刚 4》等世界大片的后期制作，积

累了一整套从前期、特效到美学的积

累体系，“科幻电影也离不开影视制作

基地，这也是我们的积累优势之一”，

李宇浩表示。

融创文化开发科幻内容依然会沿

用 IP长链运营体系，“我们会在每个项

目初期就考虑全产业链运营的问题，

将以科幻 IP 为起始，开发潮流衍生品

并落地文旅场景”，李宇浩表示好的 IP
商业化开发，不仅仅是对内容的商业

化延展，也是对内容的赋能反哺。

在推进未来影像到来的进程中，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拍摄制作数量更

多、质量更好的工业化制作影片。融

创文化目前已有数部科幻影片正在孵

化、制作中，其中有涉及到科幻文学经

典改编，“我们会在接下来合适的时机

向市场交作业”。

影像与城市文化融合共生

东方影都下半年一棚难求

融创文化集团副总裁黄晓欧为影

展带来了《影像与城市文化的融合共

生》主题演讲。在他看来，人们通过影

像认识潮流看待世界，影像也正参与

到城市文化的塑造中，《黄金时代》和

《白日焰火》是两部拍摄并讲述哈尔滨

的重要作品，《黄金时代》中作家们在

哈尔滨谈论文学艺术的情形，构成了

这走城市的浪漫与包容。喜剧、年代、

神秘与梦幻，被认为是哈尔滨独有的

影像气质。

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代

表城市的精神和灵魂，城市文化结合

历史文化气质，不断发展形成独具特

色的文化品牌。融创文化集团希望参

与到对哈尔滨、黑龙江特有文化品牌

的塑造过程中去，融创集团将在哈尔

滨建设冰雪影都项目，其中包含以高

科技为技术主导的集研发、拍摄、制作

为一体的影视制作基地。“希望更多的

“未来影像”来到冰雪影都拍摄制作，

融创文化也将以冰雪影都为基地，培

养和发掘更多更好的影视文化人才和

作品”，黄晓欧表示。

黄晓欧同时提及到了运营的东方

影都，“今年下半年东方影都摄影棚

一棚难求”，接下来，融创集团也将建

设成都融创天府影都项目，厦门融创

影视文化小镇项目，“希望这些项目

更好地参与到城市文化气质的描绘

中”。

另悉，2020 年融创中国的企业定

位升级为“美好城市共建者”，未来五

到十年，共建美好城市将是融创努力

的方向和使命。作为旗下开拓文化

产业的业务板块，融创文化希望通过

影像传播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以文化

产业力量参与到城市发展建设过程

中。

本报讯 近日，“海底小纵队”IP 首

部大电影《海底小纵队 1：火焰之环》发

布主题曲MV《出发吧！小纵队》。歌曲

由电影的推广小队长肖央主唱，优秀少

年好好童声主唱。MV中，两人与海底

小纵队成员、小朋友们一起嗨跳“海底

小纵队 ohoh舞”，魔性律动的歌曲配上

活泼洒脱的舞蹈动作，全新的“儿童广

场舞”神曲就此诞生。

作为电影《海底小纵队 1：火焰之

环》的推广小队长，“神曲”《小苹果》演

唱者肖央此次为电影献唱超魔性的主

题曲《出发吧！小纵队》令人期待。伴

随着“oh oh oh oh oh oh oh oh”的洗脑节

奏，海底小纵队团结守卫海洋世界的故

事逐渐展开。勇敢的小纵队成员们驾

驶着舰艇穿梭在海底每一个角落，鲸

鱼、海豚……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是他们

的朋友。当全新的海底危机来临时，小

纵队成员们用团结和智慧一起“探险、

拯救、保护”。

MV中，肖央、优秀少年好好、海底

小纵队成员、小朋友们还跟随歌曲节

奏，一起跳起了欢乐魔性的“海底小纵

队 ohoh 舞”。欢快的节奏配上活泼的

舞姿，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如此情

景，总会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一起唱起

来跳起来，全新“儿童广场舞”神曲即将

横空出世。

电影《海底小纵队 1：火焰之环》将

采用 2D 版本，2021 年 1 月 1 日到 1 月 3
日将开启超前点映，1月 8日全国正式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杨颖、李鸿其领衔主演的

浪漫爱情电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近日发布极寒挑战特辑和全新剧照。

特辑中首次曝光了杨颖、李鸿其在芬兰

拍摄的私下状态，和如何对抗寒冷苦中

作乐的幕后故事。与此同时，影片发布

的全新剧照中，杨颖、李鸿其互动甜蜜，

牵着对方的手、依偎在肩头洋溢出满格

的真挚爱意。

特辑中，杨颖、李鸿其讲述自己的

抗寒秘籍。影片在北欧圣诞老人的故

乡芬兰取景拍摄，芬兰处于极寒的北极

圈内，为了对抗常人难以忍受的寒冷，

杨颖身穿发电衣、发电裤、贴暖宝宝、自

创抗寒wave，李鸿其更是穿五层裤子抵

抗寒冷。但是严寒并没有影响两人拍

摄的表现，在极寒天气中两人跳冰湖、

打雪仗，以及李鸿其暴风雪中连续拍摄

八小时，依然展现出百分百的甜蜜浪

漫。导演也力赞两人的敬业精神：“寒

冷是作为演员身体上的最大挑战，他们

很勇敢也很坚强地完成了这个难关。”

电影《明天我是否依然爱你》将于

12月24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12月9日-14日，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电影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

部、南宁市外事办公室指导，南宁国际

民歌艺术节组委会主办，南宁威宁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大地飞歌

文化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民

族影业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2020 年中国—东盟（马来西亚）电影

展映”活动在南宁民族影城举行。

本次展映活动以“光影作伴，互鉴

共赏”为主题，成功入选广西壮族自治

区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项

目，同时列入第 17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系列

文化活动。展映期间将公开放映《一

秒钟》、《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

纪实》等两部展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影

片及独家放映《那个人》、《威拉》和《最

后的较量》等三部风格各异的马来西

亚影片，共放映20场。

开幕当天，影迷们相聚民族影城，

通过观看马来西亚电影《那个人》的首

映场，见证本次展映活动的开启。经

过现场了解，其中不少观众是参加过

历届展映活动的忠实影迷。影迷们纷

纷表示，从 2017 年起就关注和参加历

届东盟电影展映活动，对民族影城立

足行业，拓展创新发展东盟电影展映

活动十分赞许，认为“中国—东盟电影

展映”在用镜头拉近民心相亲、搭建中

国与东盟国家电影业交流合作的平台

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积极意

义，希望民族影城能再接再厉、不断创

新发展，将展映活动打造成为一块中国

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服务的品牌 IP。
正因为此次活动获得广大影迷的热情

支持，在疫情防控要求每场放映上座率

不超过 50%的客观限制下，仍积极购

票、踊跃观影，因此活动期间观影人次

近1400人，马来西亚影片的平均上座率

达到了要求限制下的八成水平。

南宁民族影业公司举办此次电影

展映，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

设重要论述，自觉担负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以文化交流融入国家“ 一带一

路 ”建设，促进中国—东盟电影文化交

流互鉴，发挥南宁市电影放映企业落

实政策、服务群众、回馈社会的责任担

当，拓宽首府南宁文化“引进来”“走出

去”的交流渠道，传递了广西的文化魅

力，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姬政鹏）

本报讯 12月 20日，东方奇幻大片

《晴雅集》全国路演活动来到上海站，导

演郭敬明、主演赵又廷、邓伦等集体现

身，与影迷交流分享。回到职业生涯开

启的城市上海，郭敬明首次揭秘自己过

去几年的改变，并坦言，过去几年自己

一直做反思。

上海对于《晴雅集》来说有着特殊

的意义。导演郭敬明的职业生涯，正是

从上海开始，随后一路披荆斩棘，创造

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邓伦则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这里也是他演艺之梦

开始的地方。

主创分享环节，郭敬明首次揭秘自

己过去几年的改变。从《爵迹2》到《晴雅

集》，郭敬明经历几年空档期，这期间他一

直做反思，在剧情、人物、表演等方面，都

做了更深入的思考，所以这次拍摄《晴雅

集》，准备得更加从容。赵又廷则现场发

出呼吁，希望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感

受到守护的力量。邓伦此次回到梦想开

始的地方，感慨万分“第一次参演电影，有

导演的信任，有这么多优秀演员帮助我，

这也为自己的电影生涯开了一个好头”。

首映现场，和力辰光创始人李力称

赞“小四导演做到了改变自己，超越自

己”。著名编剧兰晓龙表示，第一次看

郭敬明的电影有些担心，但影片完全打

消了自己的顾虑“我看完很开心”。邓

伦的大银幕首秀也收获了普通观众的

认可，“演活了我心目中的博雅”，“邓伦

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晴雅集》即将于 12月 25日上映，

12月24日开启点映场。该片改编自改

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的同名小说《阴阳

师》。 （杜思梦）

本报讯 宫崎骏珍爱之作《崖上的

波妞》将于 12 月 31 日“跨年日”上映。

片方近日发布了影片同名中文主题曲

MV，邀请知名华语音乐人吴青峰和备

受观众喜爱的戚薇女儿李乐祺 Lucky
为影片登陆内地独家献唱。中文主题

曲由日文原版翻唱而来，原曲是日本一

代人童年回忆的“国民级大爆神曲”，热

度极高。此次吴青峰与李乐祺 Lucky
的演唱，展示出影片温暖治愈的主题：

用孩子眼光看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美

好所在。影片将于 12 月 31 日正式上

映，点映预售同步开启，将于12月24日

至27日圣诞节假期率先登陆全国各大

城市大银幕。

此次MV以“勇敢的大人也值得被

宠爱”为主题，正如吴青峰在独白中展

现的：每一个在现实里辛苦坚持的大

人，在宫崎骏的世界里都可以像孩子一

样被宠爱。这不仅是鼓励与祝福，更是

对经历了 2020 的观众们的邀约：在宫

崎骏的动画里，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

界，会发现美好依然在身边。

为了让“大、小朋友们”感受到世界

的美好，动画大师宫崎骏在创作《崖上的

波妞》时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温度感。

近日，一支高赞短视频再次掀起“宫崎骏

热潮”：片尾字幕中，宫崎骏为420位工

作人员一一设计并手绘了不同的图案，

有网友在评论中表示“为了这个片尾也

值得去电影院！”影片将于12月24日至

27 日圣诞节期间进行点映，预售已开

启，不少观众选择在圣诞节一睹为快，

“毕竟穿着红色奔向观众的，除了圣诞老

人还可以是带来希望的波妞。”

《崖上的波妞》由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将在 12
月 31 日登陆中国大陆院线，点映预售

现已开启。 （木夕）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艺工作和儿童工作的重要讲

话精神，发挥影视作品对少年儿童的

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促进少年

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国儿童

中心联合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

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美丽视界 美德少

年”全国少年儿童短视频征集活动。

12月 16日下午，“双美”活动在中国儿

童中心正式启动。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中国

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

郑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陈江旗，中国教育电视台党

委书记柯春晖，全国公共经济研究会

常务理事牛献忠，财政部现代种业基

金董事长刘江华，特级教师、全国人大

代表吴正宪，中国电影家协会微电影

工作委员会主任谷国庆，中影股份原

副总经理付国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副秘书长牛彤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

委员会顾问尹力 ，香港金像奖评委会

主席文隽，歌唱家王洁实，中国儿童中

心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崔立模，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基金项目部主任

贾会霞，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

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青年

电影厂书记陈中国等及专家学者、艺

术家、儿童优秀短视频团队代表100余

人出席活动。活动由鞠萍主持。

中国儿童中心期刊总社副主任黄小

春、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

会副会长阎宇代表组委会介绍了活动内

容，并欢迎全国少年儿童积极参与活动，

用镜头记录美丽的家园、美好的生活，通

过短视频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美好向

往和精神风貌，在活动中提高审美修养、

陶冶情操、塑造心灵、全面发展。

据悉，“美丽视界 美德少年”全国

少年儿童短视频征集活动特邀了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

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顾问尹力；著名

作家、中国电影集团一级编剧、国务院

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

电影工作委员会名誉主席张之路；香

港金像奖评委会主席文隽；中国儿童

少年电影学会会长，北京电影学院教

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

员会顾问侯克明；北京人艺著名艺术

家杨立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中国

电影家协会会员黄军；北京师范大学

纪录片中心主任、教授、纪录片导演，

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

副会长张同道等业内知名专家组成评

委会。评委阵容涵盖了电影方面的专

家、导演、编剧，极大地提高了本次活

动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活动将持续到明年6月份，采取每

周节目播出、每月推优指导、多平台展

映方式，将优秀短视频作品在中国教

育电视台、西瓜视频等多种媒体平台

展映，邀请权威专家对作品分析指

导。年度评选出优秀编剧、优秀导演、

优秀摄影、优秀表演、优秀美术、优秀

创意、最具人气、最佳短视频等获奖作

品。明年“六一”期间在中国儿童中心

举办盛大颁奖典礼，展映优秀短视频，

与影视名家现场拍摄交流互动。在金

鸡百花电影节期间将根据获奖作品成

熟情况申请举办全国少年儿童短片独

立展映单元，安排获奖作品参加展映

及研讨活动，邀请金鸡百花电影节的

国内外顶级电影人观摩指导。

（影子）

融创文化发挥产业优势与城市共融发展

首届未来影像·冰雪影展哈尔滨举行

全国少年儿童短视频征集活动在京启动

《海底小纵队1》肖央首唱儿童版“神曲”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发极寒挑战特辑
李鸿其五层裤变身“米其林”

吴青峰、李乐祺献唱电影
《崖上的波妞》同名主题曲

东方魔幻《晴雅集》上海首映
郭敬明：过去几年在反思

本报讯 妈祖阁、大三巴、大炮台等

澳门胜景的别样风采，菜场、茶庄、街

巷等市井生活的浓郁风貌，葡萄牙、荷

兰、法国等世界奇观的异国风情……

纪录电影《澳门记忆》的一个个精彩场

景，把观众带入澳门的往昔今朝。

12月22日，澳门回归祖国21周年

之际，由郝蕴执导的纪录电影《澳门记

忆》在京展映。

《澳门记忆》呈现了清代澳门地方

档案。从 1693 年到 1886 年的这批档

案已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现

存于葡萄牙国家档案馆。影片首次以

电影影像再现了档案真迹及其修复。

葡萄牙书籍、档案馆及图书馆总局长、

国家档案馆馆长拉萨尔达，澳门档案

馆馆长刘芳、中山大学中外关系教授

史章文钦，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档案故

事，用历史档案见证着中国对澳门的

领土和统治主权。

展映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副馆长贾铁英赞赏《澳门记忆》通过档

案回到历史现场，既有学术依据，又有

生活气息的叙事手法，评价该片是一

部拥有大量学术依据、充满人间烟火

味的同时符合纪录片新发展趋势的纪

录片。

纪录电影《澳门记忆》是北京宣传

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是国家电影精

品及事业发展专资资助项目。该片由

中央文史研究院、中国国史学会指导，

北京道可盟、当代中国电视艺术制作中

心联合摄制，将于 12 月 26 日起，在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太原、石家

庄、西安、济南、杭州、南京、福州、昆明、

广州、海口等城市放映。 （杜思梦）

“2020年中国—东盟（马来西亚）电影展映”活动广西举行

纪录电影《澳门记忆》在京展映
专家：有学术依据、有烟火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