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院探索增收新模式

新华社电 尽管面临诸多新
片竞争， 环球影业发行的动作片
《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依然
脱颖而出， 凭借上周末3天入账
2540万美元， 连续第二周领跑北
美周末票房榜。

由戴维·利奇执导， 好莱坞
动作明星德韦恩·约翰逊和杰森·
斯 坦 森 共 同 主 演 的 该 片 是
《速度与激情》 系列电影的外传
电影， 在片中 “互相看不顺眼”
的两位硬汉为了对付经过 “基因
增 强 ” 的 邪 恶 强 敌 而 不 得 不
携手合作。 《速度与激情 》 是
环球影业旗下最赚钱的系列电影

之一， 已在全球票房狂揽约50亿
美元。

《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的北美票房总收入上映 9天达
1.08亿美元， 全球票房总收入目
前已经突破3.32亿美元。

狮门影业发行的恐怖片 《黑
暗恐怖故事》 是上周 “表现最好
的新片”， 凭借2080万美元的入
账冲到了本周北美周末票房榜次
席。 安德烈·奥夫雷达尔执导的
该片改编自同名经典儿童恐怖书
籍， 讲述一群青少年受到从他们
所读的恐怖故事书籍中 “活过
来” 的可怕妖物的威胁。

昨天， 丰台区卢沟桥乡举行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授牌仪式暨 “壮
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朗诵展演。 来自该
乡各个单位的干部群众， 以亲身经历， 用颂诗的形式， 表达卢沟桥乡
的发展故事、 抒发爱国热情， 赞美祖国， 拉开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群众性主题教育宣传活动的序幕。 活动当天举行了卢沟桥乡基层的
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的授牌仪式， 同时
还为1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先锋队授旗。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新华社电 中国电影资料馆
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9年暑
期档中， 《烈火英雄》 在演员表
演、 视觉效果等方面都有亮眼表
现， 所承载的厚重情感和社会价
值与观众形成了共鸣， 成功塑造
了消防员的英雄群像， 是主旋律
商业影片的又一次成功探索。

《烈火英雄》 影片改编自蒙
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
告文学 《最深的水是泪水》， 其
故事源于2010年大连新港输油管
道爆炸事故， 讲述了消防队伍以
血肉之躯赴死， 维护国家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故事。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调查报告

称， 影片通过高水准的特效真实
地还原了大型抗火救灾现场， 输
油管线爆炸、 流淌火蔓延、 滔天
火浪等场景给观众带来极具冲击
力的视觉体验， 还在潜移默化中
让观众反思日常行为、 强化消防
意识。

报告称， 影片较好地平衡了
主旋律精神内核、 电影艺术创作
和大众审美需求， 得到了观众的
认可， 展现出了国产主旋律影片
多元化的创作空间。

本报讯 你想过在电影院看
游戏直播吗？ 近日， 2019王者荣
耀世冠杯总决赛在深圳体育场开
战。 在北京、 广州、 上海、 武汉
的多家影厅的观众通过观看大银
幕， 关注比赛战况。

影厅内， 观众们专注地观看
比赛直播， 不时为战队的惊喜表
现欢呼， 现场气氛热烈。 在接受
采访时， 有观众表示 “在大银幕
上看比赛， 很过瘾” “没办法赶
去现场， 所以买票来影院看， 效
果很不错” “影厅里都是电竞爱
好者， 比在家里看更有气氛”。

“CHAO现场” 的内容运营
官李女士表示， 团队已经试运营
半年时间， 其间为一些小型演唱
会、 Live演出及电影首映礼提供

了影院直播的服务。 目前直播技
术已经比较成熟， 开始正式启动
运营， 团队的技术成员都非常专
业， 能够保证赛事全程直播的流
畅和完整。

在电影院看直播在国际上已
有先例， 近几年， 欧美、 日本等
国家已开始流行用影院大银幕直
播演唱会 、 剧场演出及体育赛
事。 在英国， 歌剧、 芭蕾舞剧直
播已成票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国内， 影院直播业务市场
前景被业内看好。 院线经理刘先
生表示， 影院直播为演出和体育
赛事提供了一种便利的选择； 另
外， 影院的音画效果更震撼， 而
且和同样爱好的人一起看直播，
气氛更好。 （中新）

本报讯 8月11日，电影《甲方
乙方2》在青岛开机，据悉，电影由
朱凌峰导演，乔杉、黄才伦、白客、
米咪等主演。今年4月该片在电影
局立项， 冯小刚方面表示该项目
跟冯小刚无关，对立项并不知情。

据电影局备案公示， 《甲方
乙方2》 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备案
立项， 编剧为朱晓峰， 影片讲述
失业中年姚远带领一众 “不靠
谱” 的年轻人， 助人圆梦， 从而
显示出来友情、 爱情等感情的可
贵。 冯小刚方面称： “（《甲方乙
方2》） 跟冯小刚无关， 看到网上
新闻才知道这个项目。”

电影 《甲方乙方》 是北京紫
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发行
的一部电影， 由冯小刚导演， 葛
优、 刘蓓等主演， 于1997年12月
24日在中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四
个年轻的自由职业者突发奇想 ，
开办了一个 “好梦一日游 ” 业
务， 承诺帮人们过上梦想成真的
一天。 人们离奇古怪的愿望接踵
而至， 似乎人人都想给自己现有
的生活来一个180度大转弯。 这
部电影最终取得了3600万元的票
房 ， 并确立了 “贺岁档 ” 的概
念， 电影中很多有趣的台词被沿
用至今。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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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 《铁臂阿童木》 作
为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 成
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本次展览中最大的看点是阿
童木作者手塚治虫的原画手稿。
它们重现了作者的创作思路， 让
观众可以了解阿童木 “诞生” 全
过程。 2018年5月， 手塚治虫的
《阿童木》 漫画原稿曾在法国巴
黎成功拍出26万9400欧元的价
格， 约204万元人民币， 手稿价
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展厅里， 赛
璐珞原片 、 3.5米高的阿童木雕
塑、 阿童木心路复原墙和阿童木
装置作品也一同展出。

本次展览不仅带来关于阿童
木的童年记忆， “AI” 主题更充
满跨越时空的经典科幻色彩。 在
这里， 跟随大师的轨迹可以穿越
二次元世界， 触碰AI未来。

铁臂阿童木
AI最初幻想

2018年网络文学读者达4.3亿人

展览通过具有南开相关表达
元素的艺术作品， 与南开大学百
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献文物结
合， 立体地再现南开大学百年来
的辉煌历程与承载的精神， 艺术
地诠释出南开的品格， 全面表达
南开大学百年来深刻烙印在每一
个南开人内心的爱国精神与独立
创新的科学追求， 是在南开大学
百年华诞之际的一份独特献礼。

展览分为三个展区， 国博展
区首先开幕， 随后会在天津市西
青区常青藤艺术中心展区及南开
大学展区开幕， 展览共展出具有
南开大学校友背景和特邀的全球
著名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200
余件， 国博展区包含40件艺术作
品， 参展艺术家包括南开大学师
生以及特邀的艺术家， 艺术作品
与重要的校史文献及文物材料一
起， 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南开人
内在的爱国主义之魂。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8月11
日 ， 历 时 3天 的 2019 “网 络 文
学+” 大会在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落幕。 本次大会发布了 《2018中
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报告显
示2018年我国网络文学读者已达
到4.3亿人。

本次大会设置有主线活动、
开闭幕式、 行业活动和互动体验
活动四大板块。 主线活动为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不仅举办了
影响力广泛的 《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活动， 还在大会会场特别设
立了70年时光长廊展区。此外，大
会还首次开设面向C端用户的“IP
嘉年华” ， 设立了 “科技+”“体
验+”“影漫游+”“电竞+” 四个板
块， 以互动体验的方式展示网络
文学同相关行业融合发展的最新
成果。同时，大会评选出年度最印
象动漫IP作品、 年度最风光IP作
品、年度最创意游戏IP作品、年度
十佳最具潜力新人奖、 年度十大
影响力IP等奖项。

本次 “网络文学+” 大会发
布了 《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
告》。 报告显示， 2018年重点网
络文学总体营业收入342亿元 ，
其中网络文学主营业务收入达
159.3亿元， 保持稳步增长状态。
收入结构上， 网络文学行业仍以
订阅收入为主， 占比达85.3%；其
次为版权运营收入， 占比提升明
显， 占比达11.1%。 作者作品方
面， 2018年， 国内主要网络文学
网站的驻站创作者已达到1755万

人， 较去年新增355万人。 其中
签约作者61万， 占比较去年有所
降低，签约作者中，全职作者占比
38.1%，兼职作者占比61.9%，兼职
作者占比较去年攀升8.9%。 2018
年， 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达到
2442万部 ，较 2017年新增 795万
部，同比增长48.3%。 其中，签约作
品达129.1万部，年新增签约作品
24万部。 读者方面 ，2018年网络
文学读者规模稳中有增 ， 总计
达4.3亿人， 同比增长14.4%。

《烈火英雄》：
主旋律商业片又一成功探索

“速激9”继续领跑北美票房

乡民颂诗赞美祖国

冯小刚方面称
与《甲方乙方2》无关

在大银幕看电竞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