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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月球》主创团队交流活动在京举行

《爱情天梯》

马冲坚持回乡发展乡村旅游，终

于盼回了曲婷婷的爱。但当他得知自

己患了不治之症后，他又拒绝了曲婷

婷的爱。曲婷婷用至死不渝的忠贞爱

情，最终融化了马冲，两人携手走完了

通往大佛山的爱情天梯。

上映日期：9月23日

类型：剧情/爱情

编剧：唐亮/丁珊珊/唐辛欣

导演：毕于臣

主演：史田林/郑媛元/关新伟等

出品方：山东唐人文化

发行方：山东唐人文化/华夏电影

《包青天之天下第一庄》

庞太师的镖车被劫，包拯前来断

案，种种线索表明天下第一庄就是真

凶，随着调查的深入，包拯发现原来此

案另有隐情。

上映日期：9月23日

类型：动作/爱情

编剧/导演：岳鹏

主演：孙尔辰/郭鹏/余丰欢

出品方：重庆延影视界影视/北京

华人天地等

发行方：浙江星光影视/宝橙影业等

《诗巫风云》

黄乃裳峥嵘半生荣归故里，却遭人

陷害身背罪名。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

声援救助，看似定局的判决如何扭转？

上映日期：9月23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黄力加

主演：李成儒/石文中/黑妹

出品方：福建梅邑风云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等

发行方：福影通/厦门蓝风映画

《木奖杯》

打综合格斗赛是偏远小镇上的彦

碧一生的梦想。最终在教练李长河的

帮助下，他开始了圆梦之旅……

上映日期：9月23日

类型：剧情

编剧/导演：薛建帮

主演：薛建帮/陈锐/王亚楠/朱祥林

出品方：彦碧影视文化传播

发行方：嘉兆影业

◎新片

本报讯 近日，在以“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为主题的 2022年全国科

普日期间，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心麻花

影业、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合

专委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宇

宙这么大 我们还会遇见——《独行月

球》主创团队交流活动”，为大家揭开

这部电影中隐藏的科学秘密。

开心麻花影业董事长、《独行月

球》总制片人刘洪涛，《独行月球》导演

张吃鱼，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

研究员、《独行月球》科学顾问周武，中

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副

主任、《独行月球》策划、科学顾问王姝

和林育智来到活动现场与观众交流，

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

党组成员、副馆长冯怡参加了活动，北

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彬担任

嘉宾主持。

《独行月球》票房破 30亿，成功拓

展了“中国科幻+喜剧”的新模式，也重

新燃起众多科幻迷的观影热情，为何

选择科幻喜剧类型？开心麻花怎么会

突然想去“登月”？刘洪涛说：“做让人

感动、让人欢乐的喜剧，是我们一直坚

持的。但这不是套路化，我们一直在

尝试创新，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当初

正是因为看中了这是个好故事，《独行

月球》是科学性、想象性和喜剧性的统

一。在电影中，我们基于科学的真实

性，多了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以想象

性和喜剧性为主导来推进剧情。”

此次交流活动，也让这部电影背

后的科学顾问团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2020 年，由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科幻电

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科幻

电影科学顾问库，为科幻电影提供专

业咨询、技术支持等服务。

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合专

委会常务副主任林育智现场介绍，

“2020年底，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

融合专委会正式成立，我们希望搭建

平台让影视界和科学界之间流畅对

话、密切合作。也是在 2020年，《独行

月球》制片人找到了科影融合专委会，

为影片请来了更多业内人士：有做火

箭发射的，有做卫星设计的，有研究地

外行星的，有长期扎根航天领域宣传

报道的……影片成片之后，科影融合

专委会还邀请了物理、航天方面的权

威专家看片，请他们提出专业建议”。

对于科影融合在实践中也面临着

磨合的问题。科学顾问周武说：“天马

行空的创意对科研工作也会带来触动

和启发，《独行月球》与航天题材的结

合，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也是一次

‘诗与远方的双向奔赴’。我有幸成为

推动二者有效结合的人。”

王姝现场谈到团队对科学顾问的

定位很清晰：“我们来是让影片变得更

好，而不是强行来把它变成一部科教

片。在不违背基本科学定律的前提

下，适当的发挥，艺术化的处理，是可

以接受，也是必要的。”

据介绍，科影融合专委会参与的

影视项目还包括《流浪地球 2》、《球状

闪电》等科幻迷耳熟能详的影视项目

以及航天题材的原创科幻作品《群星

闪耀时》。

活动最后，开心麻花影业向中国电

影博物馆捐赠了电影拷贝、海报等物

品。陈玲表示：“电影自诞生以来，就与

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幻电影更是

如此。中国电影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

博物馆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有责任记

录、展示中国作为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

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成果。在全国科

普日期间，举办此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我们将继续挖掘和展示好电影中的教

育资源，服务广大观众，也希望中国电

影博物馆有机会与更多优秀的主创团

队、专家、学者们一起举办各类电影文

化交流活动，为观众带来更多光与影的

美好及生活的美好。” （姬政鹏）

本报讯 9 月 16 日，由中共福州市

委宣传部、福州市文旅局主办，福州电

影节有限公司承办的福州互联网影视

盛典举行。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一级巡视员陆菁，及

牛犇、王耀庆、张丹峰、安悦溪、许君

聪、曹曦文、郭广平、任天野、王侃、邱

意浓、林威、李国麟等影视人参加盛

典。

福州互联网影视盛典是“丝路通

天下·光影 e福州”2022年福州影视产

业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盛

典通过对优秀网络影视作品推优、选

优，表彰优秀网络影视创作者及团队，

促进网络影视行业交流，推动网络影

视行业创作出更多有道德责任感、社

会使命感的精品力作，助推网络影视

行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届盛典邀请到了中国电视剧制

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担任评委会主

席。评委会分别从网络剧集、网络电

影、网络短剧三个单元，对最佳影视作

品、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演员等

进行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共评

选出网络剧集单元 10项荣誉，网络电

影单元 10 项荣誉，网络短剧单元 5 项

荣誉，三大单元共计25项荣誉。

其中，取材于首批八位“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的《功勋》获“最

佳剧集”。悬疑剧《重生之门》导演杨

冬获“最佳剧集导演”。张丹峰凭公安

缉毒题材电视剧《勇者无惧》获“最佳

剧集男演员”。安悦溪凭《红旗渠》中

出演的“铁姑娘”石水莲一角获“最佳

剧集女演员”。

（杜思梦）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

平台（www.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

约 4680 部，其中 2021 年以来出品的

影片约 240 部。2022 年第 37 周全国

共有 29 个省区市的 137 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影片 1304 部，共计 17 万

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有 9条院线订购

影片过百部，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和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订购超 200 部；有 3 条院线订购影片

过万场，其中广东广阔天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订购超两万场，蝉联周冠。

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

线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超500次；山

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超两万场。

湖北安徽内蒙古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影片进校园活动

近日，湖北荆州市电影公司、荆

州市新视界院线公司在 2022新学年

开学季积极与各大院校联系，走进校

园开展声势浩大、场面恢宏的迎接党

的二十大“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校园红色电影展映活动，为长江大学

两校区开学季大一参加军训的 6800
多名新生、教官及广大在校师生放映

爱国励志电影《特警队》，受到了各大

院校领导高度重视和广大师生、教官

的热烈欢迎和称赞好评。放映活动

不仅在大学师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传播了正能量，

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该活动正在荆州市各大校园火

热进行中，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了良好和谐氛围。

安徽池州贵池区 2022-2023 学

年度第一学期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

映进校园活动日前正式启动，以“铭

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精

选了《1921》、《我和我的父辈》等多部

红色经典影片。通过影视教育，引导

学生坚定思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让“红色基因”根植于学生的血脉

中，让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

生根发芽。本轮爱国主义教育进校

园放映活动将覆盖全区各所中小

学校。

内蒙古呼伦贝尔院线 2022 年在

校园设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公益电影放映点”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影视基地”，

同时开展“每周一节电影课”活动，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

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更多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融入其中，增强同学们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使同学们更好地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从而从根本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

多部过亿影片获得院线青睐

故事片订购方面，本周《浴血大

别山》、《血战狙击岭》、《宋庄战斗》等

战争题材影片仍旧占据订购排行榜

前列。此外，多部过亿影片也获得院

线青睐，《人生大事》、《中国医生》、

《悬崖之上》、《夺冠》等影片订购走势

上扬，反映出新片供给的多样化给院

线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将进一步激

发大众观影热情。

新上榜影片《辣妈犟爸》也值得

关注。该片讲述了年轻村干部牛彧

文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

影片以小见大地呈现了中国脱贫攻

坚、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成就，塑造

了为乡村振兴寻出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共产党人

形象。

科教片订购方面，《错误饮酒的

危害》、《健康中国行动之健康生活方

式》、《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等健康生

活类影片热订，这些影片有利于提高

健康素养促进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养成。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福州互联网影视盛典举行

本报讯 近日，2022雅尔塔国际电

影节公布入围名单，电影《您好，北京》

成功入围。作为一部温情现实主义题

材的电影，《您好，北京》一经面世就获

得了海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截至目

前已经斩获了 22个国际电影奖项，此

前还以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

展映单元展映开幕片的身份与观众见

面，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您好，北京》是一部温情现实主

义题材的电影，讲述北漂人的故事的

同时，将中国青年在困境中不迷茫、不

放弃的精神传递给世界，彰显中国人

身上的拼搏精神、逐梦精神。

影片演绎的全部都是我们普通人

真实的生活，影片也没有传播焦虑，没

有将北漂的生活过分的进行夸张，分

寸感把握的很好，用情不用力，刻画不

刻意。导演曹茜茜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给人们带来众多希望，给观众们带来

无限温暖。 （花花）

《您好，北京》入围2022雅尔塔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