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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9日，由中影海外推广有限

公司运营的中影影视国际版权交易平台与中

美电影节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影海外

推广有限公司一直是中美电影节的联合主办

方之一，此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影影视国际

版权交易平台与中美电影节之间开启更加紧

密的线上与线下立体式的合作，这是在全球

疫情影响的大环境下，中国电影人不惧困难

开拓的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影股份董事

长、中影海外推广公司董事长焦宏奋，中影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毛羽，中影

海外推广公司负责人谷国庆，中美电影节中

美电视节主席、美国鹰龙传媒公司董事长苏

彦韬，中美电影节秘书长林雪艳参加签约仪

式，谷国庆和苏彦韬分别致辞。

谷国庆在致辞中感谢中美电影节负责人

在疫情期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表示：“中

影海外推广公司与中美电影节长期保持友好

合作关系。作为中美电影节举办方之一，受

中美电影节委托，中影海推每年在国内征集

大量国产影片送至中美电影节参赛、送中美

电影市场推广销售。此次中影影视国际版权

交易平台与中美电影节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为中国电

影乃至世界电影做出的创新表率，为中国电

影人发行、推广、交流电影开拓了新途径，这

将是全球疫情肆虐的大环境下一个新的常态

化模式。我们试图为中国电影开拓新的局

面，也为国际电影市场做出示范。平台将进

一步与中美电影节开展合作，形成线上线下

全方位立体式的互动。目前，中影海外推广

有限公司运营的中影影视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已经与全球十七个电影节进行了联网和交

易，并取得初步成效。通过中影影视国际版

权交易平台，平台将与中美电影节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为中国电影走出去营造一个崭新

的、有效的局面。”

苏彦韬重申了中美电影节与中影海外推

广有限公司的友好关系，并表示非常荣幸能

够与海推公司运营下的中影影视国际版权交

易平台签署此协议，“电影是文化的载体，文

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我们非常愿意借光影

的力量在国际上向世界讲好美丽中国的故

事。”

中影海外推广有限公司每年将组织国内

优秀电影的出品方参加中美电影节，甄选国

产优质影片在中美电影节电影市场上进行推

广销售，同时为广大的国产电影出品方、制片

方提供报送参赛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的一

站式优质优惠服务，并以此为契机提供中外

电影人之间面对面互学互鉴的机会与平台，

开拓中国电影人的视野，促进中外影人交流，

助力中国电影人走出去。

由中影海外推广有限公司运营的中影影

视国际版权交易平台成立于 2021年 5月，同

名微信公众号也同期上线。平台旨在为中国

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服务，积

极宣传、推广和销售国产影片，为中国电影走

出去搭建平台。平台上线的消息曾被《光明

日报》、“学习强国”等多家媒体报道。自平台

运营以来，推介国产影视剧近百部，含数十部

国内票房过亿影片、多部海外电影节获奖影

片和即将上映的新片；同时，平台还及时发布

国内外产业动态，自上线以来共发布推文250
多篇，其中海外电影节征片信息近 70 篇，并

成功为多部电影节完成海外电影节报名事

宜。

中美电影节（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
tival)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国

家电影主管部门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的大力支持下连续 16 年在世界电影之都美

国洛杉矶举办的中美两国影视界年度盛会，

是唯一同时被中美两国官方认证的电影节。

每年有超过 300家中美影视公司在中美电影

节的影视市场平台上交流合作，展映超过500
部优秀中美电影，观影人数累计超过 150 万

人次。除了影片展映，中美电影节同期还举

办嘉宾交流、高峰论坛、明星见面会、电影社

区义演等活动。

另悉，第17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将

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于2021年11月5
日-12日举行。目前中影影视国际版权交易

平台的报名通道已开启，具体如下，报名网

址：www.cfpi.com.cn。敬请关注中影影视国际

版权交易平台微信公众号：中影影视国际版

权交易平台。

（李佳蕾）

电影《峰爆》聚焦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

灾害，云江县城突发地震，引发泥石流，居住其

中的 16 万人即将被吞没，危急时刻，以小洪和

老洪父子为代表的基建人挺身而出，展开生死

救援。

此次发布的海报和特辑透露出更多的剧情

信息，朱一龙饰演一名铁建工程师，黄志忠饰演

一位退伍铁道兵，父子两人由于工作关系常年

不能见面，由此埋下了一些心结，可以说是一种

典型的“中国式父子”的相处模式：缺乏沟通理

解，不知如何表达。但在县城遇险的危急时刻，

父子俩打破隔阂，选择携手并肩冲在救援一线，

于生死危局中开展“中国式救援”。

特辑中同时放出了众多“父子”两人的拍摄

花絮，两位演员在戏外充分发扬了“同风雨，共

患难”的精神，日常互动暖心又感动。本片的拍

摄过程极其艰苦，两人经历了接近零度的水下

求生戏、暴雨中的岩壁攀爬戏等挑战生理和体

力极限的高难度戏份，拍摄过程中朱一龙和黄

志忠也一直在相互关心、打气。两人在戏中表

现出父子间的精神传承，在戏外也为观众展现

了中、青两代实力演员间拼搏精神的延续。

定档预告中的一句“家可以重建，人必须活

着”让观众联想到众多真实事件，在灾难中总有

人逆行而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这样的“中国式救援”深深触动了大量

观众，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热议。有观众表示：

“瞬间联想到这段时间各种真实的救援故事，灾

难面前，永远人民至上！”，“电影里所展现出的

这种中国式救援精神，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血脉

和灵魂。我们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就是自强不

息，灾难面前人定胜天！”《峰爆》以基建人的视

角直击灾难现场，为观众谱写了一曲磅礴动人

的抗灾史诗，这其中所展现出的精神与力量，让

人心潮澎湃！

近年来，祖国的基建事业飞速发展，在让人

惊叹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基建人

奔赴荒原，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他们放弃小家

的团圆，才让更多的人能以更快、更舒适的方式

见到自己的家人。

特辑中小洪和老洪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全

力以赴进行救援，可见这种“勇往直前、甘于奉

献”的精神已经深深刻在基建人的骨子里，这种

传承也在小洪老洪这对父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每一代人都是在继往开来，正是因为这种

艰苦奋斗的铁道兵精神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才能让中国基建事业做出了很多令世界都瞩目

的工程。”朱一龙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演员黄志忠也表示老洪的选择和他是军人

出身息息相关，“军队是永远要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当人民受到伤害，当国家需要你的时

候，就要挺身而出。”父子间的彼此牵挂与扶持，

以及一脉相承的勇气与担当，赋予了《峰爆》灾

难片这一外在表现形式之外更多的情感与精神

内涵。

《峰爆》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

品、发行，李骏担任导演，赵晓时担任监制、摄影

指导，沙颂、李骏担任编剧，张冀担任剧本顾

问。 （木夕）

本报讯 近日，1905 电影网 M 大数据

联合《今日影评》栏目发布了《Z 世代观影

偏好调查报告》。“Z 世代”，意指在 1995
年-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他们从出生就

伴随着网络信息高度发展，围绕在他们

身边的是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故又被称为“互联

网世代”。报告从个性特征、观影意愿、

观影偏好和观影行为四个方面，透视青

年一代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及观影偏好。

本次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17 日，共收回 3734 份有效样本。其

中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51.16%和

48.84%，年龄分布以 1995 年至 2005 年出

生为主占 52.2%，其次是 2001 年至 2005
年占 40.27%。受访者来自一线至四线及

以下城市，其中三线城市占比最多，为

32.77%，二线城市与四线及以下分别为

25.53%、28.51%，一线城市占比最少，为

13.19%。

报告对 Z 世代的背景做了细致的描

绘。首先，作为互联网的“原著民”，Z 世

代享受着“宅在家”的孤独与自由，又希

望在娱乐消费中增强社交。报告中的数

据显示，44.52%的受访者相比外出活动

更愿意宅家待着，52.44%将“在家宅”作

为娱乐休闲活动备选，近 40%的受访者希

望娱乐消费增强社交性与互动性。

其次，Z 世代的偶像观念多元化，他

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选择。在调查

中，有 46.44%的受访者将历史人物作为

偶像、34.83%的受访者将政治人物作为

偶像。

最后，Z 世代在文娱消费中展现出主

动参与内容创作和分享的意愿，体现出

了他们追求自我表达、实现个人价值等

个性特征。

从观影意愿来看，电影院仍是 Z 世代

线下娱乐的首选。57.97%的受访者在喜

欢的线下娱乐休闲活动中选择了电影

院，展览演出、密室剧本杀、派对活动的

选 择 占 比 紧 随 其 后 ，分 别 为 33.23% 、

32.43%、26.42%。即便在疫情影响下，超

90%的受访者近一年至少去过一次电影

院。去过 5 次以上的影迷占比 30%，其中

女性占 57.2%。选择“近一年从没去过电

影院”的观众中，近 60%为 95-00 群体。

Z 世代最喜欢的电影类型前三名为

喜剧、科幻、青春。在 Z 世代高频率观影

人群（5 次以上/年）中，对悬疑、文艺片的

喜爱程度也相对较高。

一方面，Z 世代观众喜爱的电影类型

与近年来高票房的电影类型没有明显的

正向关系，另一方面，类型方面的偏好并

不绝对，或许是因为 Z 世代在这些类型

中，看到了更多电影讲好故事的成功经

验。据调查显示，吸引 Z 世代的电影创作

内容风格为剧情丰富、内容有深度，情感

共鸣才是关键。在电影的口碑判断方

面，超半数 Z 世代更信任从评分平台获取

口碑信息。但同时，有近半数受访人并

不爱主动参与评分或分享自己的观影感

受。在获取电影咨询方面，传统的中长

视频平台以及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

依旧是电影讯息的“主战场”。近几年发

展迅猛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已经

超过专业的社群，逐渐成为重要的电影

资讯获取渠道。

节假日观影、双人结伴、优惠的价格

等特征构成了 Z 世代的观影行为。在观

影时间上，超 39%的人群没有固定的观影

时间习惯，25.14%更喜欢在节假日走进

影院，整体占比第二。46.84%的人群一

般选择 2 人同行，通常与同学朋友共同观

影。Z 世代一人观影占比 24.26%，稍高于

三人及以上的多人观影。涉及多人社交

时，Z 世代或许有更多的娱乐休闲活动替

代选择。

调查显示，除了高质量、高口碑的影

片本身，Z 世代更愿意为个人兴趣买单，

优惠的价格仅为次要考虑因素。40 元以

下的票价接受范围度最高，能接受 50 元

以上票价的人群仅为 19.54%。在选择影

院时，63.65%的人群更关注影院硬件设

施，交通便利成为次选，最后才是影院品

牌、服务态度。 （李佳蕾）

本报讯 雪域欢歌 70 载，西藏启航新

时代。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实现和平

解放。回首过往的 70 年，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迅猛，人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提高，

时刻在缔造令人瞩目的人间奇迹。

为了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电

影频道于 8 月 16 日至 22 日开展西藏题材

优秀电影展播，连续在每天中午 12:00 时

段播出 7 部西藏题材影片。包括《天慕》、

《我的喜马拉雅》、《孔繁森》、《青藏线》、

《心动岁月》、《先遣连》、《攀登者》等。

《天幕》聚焦了新中国第一批筑路先

锋建设青藏公路的故事，由马维干编剧，

王强执导，王挺、索朗卓嘎、巴金旺甲等

主演，影片中“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

军率领筑路大军仅用七个月零四天的时

间，修建了长达 2100 公里青藏公路，大部

分情节是对慕将军当年筑路壮举的真实

还原，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军人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的精神。

《我的喜马拉雅》改编自西藏“玉麦三

人乡”的事迹，讲述了西藏山南市隆子县

玉麦乡牧民仁青及其两个女儿卓玛，格

桑，在长达几十年的艰难岁月里，在玉麦

乡守边卫国的感人故事。影片在完整保

留真实事件的同时不乏富于趣味与人情

味的细节设计，令守边英雄父亲及最美

格桑花姐妹的形象跃然幕上，既真实动

人又极具戏剧观赏性。

《孔繁森》改编自原西藏阿里地区地

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影片由高明主演，

他凭借该片获得第 16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男主角奖项。此外，该片还摘得

第 16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影片奖与

最佳音乐奖。

《青藏线》以青藏铁路的修建为背

景，讲述了三代人为圆青藏线通车梦所

付出的心血、代价和艰难探索，讴歌了这

些建设者们百折不挠、昂扬豪迈的“青藏

精神”。

《心动岁月》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

编、反映长征女战士悲壮人生经历的影

片。电影展示了青年红军战士的苦乐人

生，讲述了 1934 年在长征途中，江西籍

红军医院女护士英子不幸被白匪冲散。

藏族青年洛杰不顾敌人的威胁，收留了

英子。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回部队的英

子，在失望的悲痛中留在了草原，与洛杰

生活在一起，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藏民

治病。

《先遣连》是以当年新疆军区独立骑

兵师一团一连进军西藏阿里的先遣连为

原型的电影，真实再现当年进藏先遣连

的悲壮情怀。影片展现了先遣连官兵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藏西北高原气

势恢弘、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

《攀登者》以 1960 年与 1975 年中国

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

述方五洲、曲松林等中国攀登者怀揣着

最纯粹的梦想集结于珠峰，肩负时代使

命于世界之巅的故事。该片于 2019 年

国庆档上映，收获票房超 10 亿元。

电影频道展播西藏题材电影

《峰爆》：朱一龙黄志忠携手救援传承大无畏精神

2021年《Z世代观影偏好调查报告》发布

电影院仍是当下娱乐首选

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讯 年度灾难巨制《峰爆》日前宣布定档9月17日，预告中

触目惊心的灾难现场，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式救援”，让不少观众

在紧张与揪心中收获别样的震撼与感动，而其中所展现的洪翼舟

（朱一龙 饰）、洪赟兵（黄志忠 饰）父子关系，也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

空间。影片于8月20日发布父子主题海报和特辑，面对天塌地陷的

生死危局，父子俩将如何相互配合，救出被困者，两位演员在戏外又

是如何相处并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