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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

国、读书报国的传奇故事的纪录电影

《九零后》已定于5月29日全国公映，电

影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

汉、成都、西安等全国14个城市的路演

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影片终极海

报也于日前正式发布。

终极海报以“书”为核心元素，一位

当代青年站在藏书前，以书所代表的知

识为阶梯，穿越西南联大的“时空门”，

仰望那一个个璀璨的名字——杨振宁、

邓稼先、许渊冲、朱光亚、杨苡、李政道、

巫宁坤、汪曾祺、王希季、马识途、穆旦、

缪弘……在电影《九零后》中，这些名字

所承载的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海报的绿色基调象征青春与生命，也暗

合中英文片名“九零后”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自 5月 9日起，电影《九零后》开启

了全国 14 城路演，回到与西南联大关

系最为密切的三所高校——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5月15日，在南

开大学，联大化学系 41 级毕业生王积

涛的夫人、95 岁高龄的葛稚芬女士出

席放映。她的儿女表示：“老人年纪大

了，没什么愿望，能够在她有生之年赶

上这样一件大事，真是她没想到的，她

一直以联大中的这几所大学自豪！”

同一天在北京大学，影片导演徐蓓

回忆电影与北大的渊源，“《九零后》开

机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北大拍的。”5
月 19 日，《九零后》在清华大学举办特

别放映，放映当天恰逢梅贻琦老校长逝

世59周年纪念日。一位联大后人在观

影后“百感交集”，“听了这些曾经同是

西南联大毕业、与父亲同龄的前辈们讲

述的往事，让我顿时想起父亲曾经对母

校的热爱及多次深情回忆。”

除了与西南联大“同宗同源”的三

校，《九零后》还陆续走进了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

十余所高校，与正青春的大学学子通过

这部关于“中国最传奇大学”的纪录电

影，探讨“何为大学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联大精神的感召

下，各地高校校友会、联大后代也纷纷

组织《九零后》观影，在电影中重温弦歌

不辍的联大历史。据统计，百城首映礼

及路演开启半个月以来，目前已举办了

100 余场，超过 8000 名观众走进影院，

提前观看了这部珍贵的人文纪录电

影。 （木夕）

据统计，截至 5 月 21 日，电影数字

节目交易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400 余

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460
余部。上周（5 月 15 日至 5 月 21 日）新

增《武汉日夜》、《扶贫主任》等 12 部影

片。

上周有 30 个省区市 175 条农村电

影院线订购 1307 部影片，共计约 30 万

场。12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5 条

院线订购超万场，其中山东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订购 277 部影片，累计

19795 场，取得订购部数及场次双料

冠军。放映方面，甘肃飞天数字电影

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最多，超 400 次；

邢台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超 11000 场。

建党百年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走进广东连樟村及福建俞邦村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

上周公益电影走进广东英德连樟村及

福建沙县俞邦村。连樟村 300 余名观

众一起观看了影片《我和我的家乡》，

俞邦村 200 余名观众一同观看了影片

《金刚川》。

按照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

展播活动的统一部署，在电影局的指

导下，5 月 18 日和 5 月 20 日分别在广

东省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及福建省

三明市沙县俞邦村开展了“永远跟党

走——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公益电影

主题放映活动。放映活动由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联合“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

目中心分别与广东省委宣传部、福建

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

展映活动旨在通过一系列优秀国

产电影生动形象弘扬我们党带领人民

群众脱贫攻坚的革命精神，牢记党的

光辉历史，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通过

观看党史红色影片，重温党的不懈奋

斗史、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激发

爱党爱国热情，增强听党话、跟党走

的思想性和行动自觉。

展映活动在央视频、微博、抖音、

头条等新媒体进行全天候直播，“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将直播活动接入平

台首页进行推荐，同时还推出了《云

端党课》、《我是乡村放映员》等子版

块，形成“全民观看、全民参与、全民

点赞、全民受惠”的良好互动。通过

广泛开展主题放映活动，营造“党的

盛典、人民的节日”浓厚社会氛围，吸

引广大干部群众踊跃参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开拓奋进、攻坚克难，

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

更深入。

在广东、福建两省举办展映活动

期间，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调研组

还与当地农村电影院线以及放映单位

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调研了解当地

农村电影放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豫剧影片表现抢眼

上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活动”推介影片持

续保持热订，《铁道游击队》、《地雷

战》、《金刚川》等影片订购排名靠前。

上周还有一大亮点在于豫剧电影

的脱颖而出，故事片排行榜前二十名

中有 4 部是近几年出品的现代题材豫

剧：《风骨》、《芝麻官休妻》、《金凤湾

的笑声》、《大喜盈门》。这几部影片

都是以豫剧形式来表现现代人的生

活、演绎现代人故事，语言充满乡土

气息，唱词口语化、生活化、诗性化，

可看性十足。

科教片方面，“可可小爱”系列科

教片受到院线热订。该系列片塑造了

“可可”和“小爱”两个活泼可爱的动

漫形象，以动画短片的形式寓教于乐

地展现了疾病防控、人文关怀、文明

礼仪、少儿品德培育、安全教育等主

题内容。上周有 10 部该系列片进榜，

订购超过 20000 场。

新片方面，《武汉日夜》以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真实情况为背景，以患

者、医护人员、志愿者、一线干部、社

区居民等人物日常生活状态为故事

线，记录特殊时期普通人的点滴生

活，展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守望

相助、团结抗疫的坚韧和勇气，展示

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已在中心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辟专区对各地组

织的主题放映活动进行集中展示。请

各地电影管理部门、农村院线在主题

放映活动结束后及时将视频、图片、

文字等资料汇总至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dmccnews@dmcc.org.cn）。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由广东清远市委宣传部主

办、清远市爱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承办的“2021 年清远市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员培训班”日前在英德市连樟

村乡村振兴学院举办。清远市68支放

映队86名农村放映员参加了培训。

清远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德

银、英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桂林对清

远市 2020 年农村电影工作充分肯定，

要求农村电影放映 2021年的工作要突

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

围绕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任

务，借助红色电影放映活动唱响主旋

律，并对四名获得2020年清远市“最美

放映员”的同志进行了表彰。

培训班邀请了来自北京和广东省

内的专家、工程师针对放映员进行系

统培训。中器公司的培训主题是“利

用新技术优化升级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中器定制 ECP-200 激光投影机

使用方法”；中影新农村发行公司做了

“建党 100 周年优秀电影推荐”；广州

广阔天地院线公司工程师对“广东省

监管平台技术要求”进行了讲解；清远

市摄影家协会派出专家讲授手机摄影

技巧。

（艾清）

广东清远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员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 今年是“5·12”防灾减灾

宣传周第 13 年。5 月 14 日，四川省首

支防震减灾志愿服务宣传队在宜宾正

式组建成立，宜宾市地震监测中心为

“宜宾市防震减灾志愿服务宣传队”授

旗授牌，并授予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

院为“宜宾市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

地”。

在 2018年兴文“12·16”5.7级地震

和 2019年长宁“6·17”6.0级地震中，有

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冲锋在抗震

救灾一线，他们不畏艰险，舍小家顾大

家，来不及寻找自家受灾财物，率先抢

出电影放映设备，总是在第一时间赶

赴受灾群众帐篷集中安置点，为群众

送去电影，给受灾群众带去精神文化

和心灵上的安慰。他们是来自宜宾市

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的

一群放映员。在抗震救灾工作中，这

群放映员奔赴各处受灾群众安置点，

反复放映宜宾市地震监测中心制作的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片》，同时放映《地

震逃生与自救》、《中小学生防震常识》

等科教电影，让广大群众通过电影知

晓地震原理、掌握自救常识、消除心理

恐慌。此外，还放映了《最后一公里》、

《中国蓝盔》、《红海行动》、《战狼 2》等

主旋律影片，通过一场场电影鼓舞受

灾群众的抗震救灾斗志，用文化的力

量温暖和抚慰灾区群众的恐慌心理，

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自 2015 年以来，宜宾市地震监测

中心依托映三江公益电影平台，充分

发挥放映队伍分布在全市各乡镇农村

的特点，利用“一村一月一场电影”放

映机会，引导全市 170 余人的公益电

影队伍，采取电影宣传形式进院坝、进

村社、进场镇、进小区、进学校等放映

2000 余场，宣传覆盖群众 10 万人次，

加强了地震科普知识宣传教育，让群

众掌握应急避险方法和一般应急自救

互救常识，提高应急避险、自救、互救

的能力。

“宜宾市防震减灾志愿服务宣传

队”的组建，实现了防震减灾志愿服务

成建制、有规模、全覆盖、常态化。印

制市县两级队旗 12 面、宣传队服装帽

子 160 件套，融入“流动农家书屋”工

程，增添防震减灾科普书籍。设立防

震减灾科普教育影院基地，在影厅规

划区域开设防震减灾宣传栏。摄制反

映地震预警正确应急避灾方法的科教

电影，面向云贵川地震频发的西南地

区农村群众进行电影科普教育。还计

划实施分区包片包点到人，充分发挥

志愿者“第一响应人”优势，调动放映

队伍参与防震减灾积极性，探索防震

减灾志愿服务经验。

2021 年，宜宾市防震减灾知识电

影宣传工作，将按照“防范化解灾害风

险 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主题，通过“旗

帜引领、映前宣传、书影结合、应急机

制”等多种方式呈现全新立体的宣传

形式，把宜宾防震减灾志愿服务打造

成一项品牌工程。全市 100 余支志愿

服务队伍将为群众带去 2 万场防震减

灾公益电影宣传，服务群众近百万人

次，充分发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作

用。为宜宾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加

快建成成渝地区经济副中心贡献力

量。 （曾健 邓懋熙）

宜宾电影队伍成为四川首支防震减灾志愿服务宣传队

《九零后》全国路演引发广泛好评

本报讯 由周青元执导的电影《了

不起的老爸》日前发布“很有戏”特辑，

三位领衔主演王砚辉、张宥浩、龚蓓苾

拍摄现场搞笑互动公布——王砚辉大

跳霹雳舞，张宥浩“花式吐槽”，龚蓓苾

“寄语”王砚辉。

开机之后几位主演就瞬间进入状

态，与戏外的搞怪形象截然不同，让观

众感受了一把什么叫“一秒入戏”。电

影将于6月18日上映。 （喵喵）

《了不起的老爸》发“很有戏”特辑

周星驰监制Netflix动画电影《美猴王》

本报讯 日前 Netflix 宣布，周星驰

将监制由他们出品的动画电影《美猴

王》（The Monkey King），预计 2023年上

线。影片灵感来自中国著名小说《西

游记》。《美猴王》由安东尼·斯塔奇执

导，《雪人奇缘》、《飞奔去月球》制片人

Peilin Chou，《驯 龙 高 手 2》制 片 人

Kendra Haaland参与制作。

这部电影的配音阵容全是亚洲

人，包括《硅谷》男星欧阳万成、SNL

首位华裔演员杨伯文、乔莉·洪-拉帕

波特、《侏罗纪公园》男星黄荣亮、脱

口秀演员乔·科伊、《花木兰》男星袁

文忠等。

（喵喵）

福建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广东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