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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最新发布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

控指南

（第三版）

》，当中提到要求

自 9 月 25 日起，全部采取网络实

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原则上

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75%。 这是

内地影院自 7 月 20 日复工以来，

有关上座率上限要求的第二次上

调。 7 月 20 日复工时要求不超过

30%，8 月 14 日开始上调至 50%，9

月 25 日再上调至 75%，对于有着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

《急先锋》和《一点就到家》等大片

的国庆档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大

的利好消息。 记者采访了广州本

地院线人士以及影迷， 业界普遍

认为， 此次上调能满足绝大多数

影院和观众的需求， 而有影迷则

戏称“少数观众冷冷清清包场看

电影的机会要变少了”。

《夺冠》率先“受益”

9 月 25 日刚好是《夺冠》首映

日，当天上座率限制上升到 75%，

《夺冠》是第一个“受益片”。 珠江

金逸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表

示，“上座率限制从 50%上调至

75%， 非常有利于今年国庆档

电影市场， 我想已经能够满足

绝大多数影院的营业需求和观

众绝大多数时间段的观影需

求。 ”

记者查看 2019 年国庆档票

房最高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当

时的上座率，该片 2019 年 9 月 30

日首映日上座率 50.1%，均场人次

63 人。 10 月 1 日上座率 56.7%，均

场人次 73 人。 这也是去年国庆档

期间上映电影中上座率最高的数

字。

不过，56.7%是《我和我的祖

国》去年 10 月 1 日一天的平均上

座率，事实上，电影院里早场的观

众人数远比晚上黄金时段场次的

要少。 谢世明也表示，75%的上座

率限制对国庆档电影晚上黄金时

段场次来说可能还是有一定影

响。

更多观众进场，防疫不松懈

9 月 25 日上座率限制上调至

75%，广州本地影院需要做哪些准

备措施？ 记者采访了百丽宫、中影

南方新干线、 珠江金逸等影院的

经理们，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什

么特别要准备的， 观众都是网络

购票，刚复工时要求不超过 30%，

我们就在售票系统后台锁定 70%

的位置，后来上调至 50%，我们后

台改一下就是，接下来上调 75%，

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

不过，各大院线经理都表示，

已经预料到国庆档期间会有更多

观众进场观影， 影院方面已做好

防疫物品的采购工作。 珠江金逸

的影院莫经理表示：“影院的防疫

工作不会松懈。 继续做好观众测

温、检查穗康码等工作，提醒观众

全程戴好口罩观影， 每场电影间

隔会做好影厅消毒工作。 ”

下周五起影院上座率上调至75%

《夺冠》等国庆档大片迎利好

下周五起影院上座率上限调至75%

《夺冠》等国庆档大片迎利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第

13 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昨日宣布

将于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湖南长

沙举行， 并将举办“开幕式文艺晚

会”“金鹰论坛”“闭幕式颁奖晚会”

三大主体活动。备受瞩目的“金鹰女

神”也即将揭晓。 本届“金鹰女神”将

打破惯例，在晚会压轴出场。

其中，10 月 16 日晚湖南卫视

和芒果 TV 直播的开幕式文艺晚

会， 将由湖南卫视金牌制作班底刘

昕团队打造。 总导演刘昕表示，晚

会将以“金鹰三十·正当潮”为主

题，力求以轻巧灵动、节奏明快的

方式呈现给观众。届时，晚会将汇

聚全国电视行业的相关代表以及

知名电视剧导演、演员 、制片人

等，共同回顾金鹰奖举办 30 届以

来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和光辉成

就。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正在东

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荣耀》以身

处投资公司中的主角们的故事，反映职场

百态和职场人的困境、 焦虑与成长蜕变。

该剧播出后获得不少职场人的共鸣。 近

日，剧中兰芊翊的扮演者乔欣接受记者的

采访，分享对角色的感悟和幕后故事。

从《欢乐颂》到《平凡的荣耀》，“职场

新人”乔欣又上线了。 不同于《欢乐颂》里

文静乖巧的“关雎尔”，《平凡的荣耀》里，

乔欣扮演的兰芊翊虽然也是一名职场新

人，但能力出众，自信独立。对于自己扮演

过的两个职场新人角色，乔欣毫不犹豫表

示，“最喜欢兰芊翊吧。 兰芊翊更加自信，

更加坚韧，更加优秀”。

说到这个角色，乔欣也表示，“最难把

握的就是要把她演得很真实，比如说她很

坚强，有点高冷又要有人情味。 ”剧中，兰

芊翊虽然是金宸中能力出挑的新人，但初

到能源组中也免不了遭遇排挤和打压，职

场生活如履薄冰。被问及女性在职场中遇

到的问题，哪些是拍这部戏之前没有想到

的？乔欣直言，“

（我）

没有经历过真实的职

场，也没有在工作中遇到过马总这样的领

导，其实最开始理解不了兰芊翊为什么这

么委屈，这样被骂还能坚持下来。 之前没

有特别了解过职场的性别偏见。 ”回忆自

己初入娱乐圈的“小白阶段”，乔欣说：“在

（拍）

《欢乐颂》的时候，很紧张不安，那个

感觉到现在都还记得。 ”

剧中， 赵又廷扮演的是经验丰富、有

着犀利投资眼光的投资经理吴恪之。日前

播出的剧情中，兰芊翊受到赵经理冷嘲热

讽时，吴恪之帮她解了围。 谈及这次和赵

又廷的合作，乔欣也称：“赵又廷有种‘定

组神针’ 的感觉， 会给我一些建议。

（比

如）

， 演的时候他有和我说过兰芊翊是一

个很要强也很坚强的人，即使挨骂也不会

低头。 ”

在《平凡的荣耀》再演职场新人

乔欣：赵又廷是“定组神针”

《急先锋》加入国庆档

母其弥雅打戏精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

望）

动作大片《急先锋》 将于 9

月 30 日上映。片方发布特辑，急

先锋小队唯一女队员母其弥雅

再出击， 飒爽登场展现先锋魅

力。 片中母其弥雅与杨洋、艾伦

等队员一起，在成龙大哥的带领

下守护全球华人安全。第二次与

唐季礼导演和成龙大哥合作的

她毫不松懈， 片中再次挑战自

我。

《急先锋》中，母其弥雅饰演

急先锋小队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弥雅，她赤手与歹徒缠斗、双枪

扫射等动作戏英姿飒爽，而从疾

驰的摩托车上飞身一跃的场面

更是精彩令人叫绝。作为队内格

斗高手担当，母其弥雅对自身要

求严格，动作戏打到手软，面对

敌人以一当十。戏外的她练习了

武术、搏击、拳击等多种身法。

《风犬少年的天空》定档9月24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16

集青春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宣布 9

月 24 日起将在欢喜首映和哔哩哔

哩

（简称“

B

站”）

联合独播。

《风犬少年的天空》讲述了一群

少年们跌跌撞撞、 全力奔跑的成长

时光。此次发布的定档预告中，新转

学来到解放碑中学的乖乖女安然

（张婧仪饰 ）

和天之骄子马田

（梁靖

康饰）

一起发出了灵魂拷问：“你看，

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 ”随

着这句问话， 本剧也向观众揭开了

角色的面纱：老狗

（彭昱畅饰）

“坏事

做尽”、大力娇

（周依然饰 ）

“居然那

么勇敢”、 咪咪

（张宥浩饰）

“公然表

白”、大嘴

（郭丞饰）

“教别人泡妞”，短短

几个镜头将“大兴村四兄弟”中二魂燃

烧的一面， 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

前。这些总是“干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

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蠢话” 的风犬少年

们， 在嬉闹之外也不得不面对长大

成人的现实，展现出一代人的青春。

今年金鹰节10月长沙开幕

乔欣在剧中扮演职场新人兰芊翊。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急先锋》等国

庆档大片迎来了影院上座率上限上调这一大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