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影院复工后的首个周末传来好消息：

周六单日票房首破3000万元，全国共有超过

5000家影院复工，复工率达到45.7%；首周末

全国累计票房破亿。上映新片中，进口片《多

力特的奇幻冒险》和《喋血战士》表现最为抢

眼，牢牢占据票房榜前两位，文艺片《第一次的

离别》成绩也颇为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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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永盛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00MA496RH74P，特声明
作废。

咸宁市永盛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
宁泉塘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360002094702，账号：
1818000509200115669，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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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8月11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拍卖鄂 LW1989 雅阁牌
HG7203AB小型轿车，登记日期：2009/2/24,起拍
价：21972元，竞买保证金壹万元整，即日起在咸安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展示。申请人可于2020
年8月10日下午17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并持相关
证件（公司报名的凭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和有效营
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个人报名的
凭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到 我 公 司 办 理 竞 买 登 记 手 续 ，详 询 ：
18871500917（朱）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
际大厦A座十九层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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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城发

本报讯 通讯员李志远报道：在“八一”建
军节来临之际，城发集团下属安居公司党支部
书记、总经理黄锐及班子成员一行，于7月29
日上午前往武警咸宁支队看望慰问武警官兵，
向全体官兵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亲
切问候和美好祝愿。

慰问中，安居公司一行听取了武警官兵战
疫、抗洪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了官兵部队生
活、日常训练工作开展等情况。在慰问座谈活
动中，黄锐同志指出，应把部队的优良作风、组
织管理、思想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融入到我

们的管理工作中来，进一步贯彻落实“六大”活
动要求，积极培养员工爱岗敬业、顽强拼搏、无
私奉献的精神。

活动最后，部队领导对安居公司的关心慰
问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交流，
广泛开展各类联谊共建活动，不断增进彼此情
谊，谱写军民鱼水深情的新篇章。

“八一”建军·情暖官兵
本报讯 通讯员李志远报道：2020年

7月30日下午，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
城发集团下属安居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
理黄锐及班子成员一行，前往通山高桥村
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退役军人，为他们送上
慰问物资和节日祝福。

97岁高龄的黄国平老人是抗战多年
的英雄，他1939年入伍，积极参加抗日战
争，在四川省同日军作战多次，而后又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抗战 4 年，1955 年退
伍。在黄国平老人家中，黄锐亲切问候了

老人的身体状况，详细了解老人的生活情
况，陪同老人一起回忆军旅生涯的往事；
并对抗战先辈们这种保家卫国、舍己为人
的精神表示崇高致敬，同时勉励大家学习
革命先辈们不畏艰辛、敢于拼搏、努力奋
斗的优良传统，特别强调年轻的一代要不
负韶华，为建设和谐美丽新时代尽自己的
一份力。

黄锐还看望了四户贫困群众，同他们
聊聊家长里短，最后为他们送上了美好的
祝福，身体健康，自强不息，共创美好生活。

“八一”建军·慰问抗战英雄

本报讯 7月24日—25日，咸宁城发集
团举行“六大”活动专题学习会。学习会由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勇主持，集团干
部职工共计400余人参加学习。

24日，北京壹方城产业专家土地专家、
壹方城合伙人、董事柳俊围绕特色产业增长
极专题，重点介绍中欧温泉医疗一体化做
法，并提出我市温泉特色产业发展的相关建

议。25日，海康威视公司城市运营中心高级
架构师、行业专家徐晨光围绕转型发展示范
区专题，重点介绍智慧城市发展脉络，以及
智慧城市发展大趋势下咸宁智慧停车的发
展建议。此次专题学习内容深度结合目前
集团下属旅投公司、停车投公司正在布局和
开展的温泉开发和智慧停车业务，既做到坚
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也响应了市委

市政府开展“六大”活动坚持“小切口”的要
求，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曾勇同志就集团下一阶段开展“六大”
活动，提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学习的主动性。要高度重视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提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自觉性，通过反复学习，确保上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到位；二是树立问题导向，解

决实际问题。学习和调研要结合工作实际，
要做到学以致用，防止出现学用脱节，通过
有针对性的学习调研，进一步提升工作能
力，切实补齐工作中的短板；三是发挥干部带
头作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党员干部要先
学一步，发挥学习先锋作用，积极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动发展、指导实践的实际本领，为集
团高质量转型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坚持思想引领 理论联系实际

咸宁城发集团举行“六大”活动专题学习会

影视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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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满满的哥哥》接棒“姐姐”
一档《乘风破浪的姐姐》在这个暑期档刷新

了国产自制综艺的高度，紧随其后的“哥哥版”也
来了。7月31日晚，湖南卫视代际互动观察类游
戏综艺《元气满满的哥哥》迎来首播。

节目由吴昕担任观察室主持人，10位男性嘉
宾分成两队，元气大哥队队长胡军和元气小哥队
队长杨洋，分别率领元气大哥队成员蔡国庆、李
维嘉、吴奇隆、王耀庆，元气小哥队成员陈学冬、
黄明昊、王鹤棣、王彦霖就跨代际新老游戏展开
对决。

胡军带队的元气大哥队平均年龄49岁。他
们不仅在出道之初就拥有众多粉丝，也凭借实力
和口碑长期受到观众的喜爱。胡军从出道至今,
饰演的角色大多是“硬汉”形象，他用一直在线
的演技打动着观众，综艺节目其实鲜少参与，此
次加入节目颇具可看性。“叔圈宝藏”王耀庆这
两年有着高关注度，不俗的演技、有趣与自带贵
气的外形，让他长居热搜，堪称大哥中的“搞笑
担当”。此外，爱情甜蜜、晋级当爸的吴奇隆、歌
唱家蔡国庆、主持人李维嘉都有着超高的国民
度。

此次杨洋带队平均年龄26岁的元气小哥队
也不甘示弱。队长杨洋时隔五年后再次作为真
人秀的常驻嘉宾，也引发众多期待。

（本报综合）

家庭影院成为未来观影趋势
“超级影院”契合用户观影习惯

从长期来看，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
是，线上观影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主流的
消费习惯与影院互为补充。据《2020年
中国智慧大屏发展预测报告》显示，2019
年智能电视家庭渗透率达59%，可覆盖2
亿+家庭超6亿用户。智能电视的普及，
视频网站技术的升级，使得家庭影院成为
未来观影趋势。电视机、投屏、手机都有
可能成为电影这门第七艺术的播放载体。

技术之余，爱奇艺打算推出“超级影
院”来承载PVOD模式的院线新片，以此
为用户的家庭影院做准备。据了解，《征
途》是爱奇艺“超级影院”以PVOD模式
推出的第一步视效大片，未来爱奇艺将在

“超级影院”持续以PVOD模式上线覆盖
奇幻、都市、青春、爱情、剧情、悬疑、警匪、
文艺片等不同类型、不同体量的国产、海
外优质新片。当前，《征途》的热度和口
碑，佐证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

观国内，用户的付费行为已形成，中
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猫眼研究院发布的《疫
情影响下的电影行业发展对策研究——
观众观影意愿调研报告》显示，七成以上
受访者有过线上付费观影经历,六成以上
的受访者认为线上付费是可以接受的。

猫眼专业版数据分析师刘振飞认为，
线上观影可能成为日后观影消费长期存
在的选择，部分用户习惯一定程度上可能
被改变。网络用户，特别是年轻消费者，
希望能有更灵活选择的观影方式，线上能
够提供更自由的观影时间和空间。“从大
趋势上看，电影线上化进程可以预见，只
是疫情加速了观众消费习惯培养。但线
上线下二者并非绝对的对立，各有侧重的
产业生态才是合理、良性的模式。”

“未来像PVOD这样的线上发行会
成为一些电影公司的新选择，这其实是把
路拓宽了，因为有的电影天生适合在院线
上。但当影片没在院线市场找到自己位
置的时候，网络可以给它新的路线和机
会。”在宋佳看来，未来PVOD甚至有望
形成排片的概念，未来大家想看什么、明
天有什么片上映、哪些在影院上映、哪些
在视频平台上映，都可以一目了然。

（本报综合）

满足线上线下观影需求

院线与网络互补融合供新片

电影《征途》院线与网络同步上线
第一时间补足线上线下用户观影需求

从1月24日全国影院停业，到7
月20日低风险地区影院终于开门迎
客，经历了将近180天没有影院的日
子后，电影行业终于迎来了期盼已
久的复苏。

对影院而言，疫情期间停工；对
视频网站来说，近半年时间院线不开
门，头部新片供给缺失，影片放映的
第二窗口期和第一窗口一起消失，平
台和用户对于大体量新片格外期待。

7月24日，根据同名热门游戏
改编的奇幻动作电影《征途》在爱奇
艺独家上线。该片由陈德森导演、
郑保瑞监制，刘宪华、何润东等主
演，是爱奇艺以单点付费模式、在第
一时间窗口为用户提供的第五部院
线新片。这种院线新片以接近院线
或第一窗口期的时间在视频平台上
线付费观看的模式在海外被称为
PVOD（Premium Video on De-
mand）模式。

采用PVOD模式在短窗口期或
院网同步放映影片，无论中外电影市

场都已经不是个例。此前，环球影
业、迪士尼、华纳兄弟、狮门等好莱坞
大片场都已采用该模式上线多部电影，
其中包括《魔发精灵2:世界之旅》《汉密
尔顿》等影片。近日，派拉蒙也宣布其
原定于2021年8月上映的《海绵宝宝：
营救大冒险》将采用PVOD模式发
行。在定价上，好莱坞采用PVOD模
式播出的影片定价多为租片48小时
2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40元）。

爱奇艺是中国首家采用PVOD
模式上线电影的视频平台。2月1
日，动作喜剧电影《肥龙过江》正式
应用该模式首发上线，随后韩庚、邬
君梅主演动作电影《我们永不言
弃》、高口碑文艺片《春潮》、奥斯卡
获奖影片《婚姻故事》也先后采用该
模式上线播出。

安培分析公司近期一项数据研
究显示，在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等
市场，数字交易更为普遍，PVOD被
验证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并且正在
飞速发展。

PVOD模式助力影片发行
爱奇艺《征途》之战首战告捷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多国影院都陷入关
停潮，大量影院在短期内无法复工，电影发行也因此
受阻，许多早已完成制作的影片被积压，无法与观众
见面。即便是《信条》《花木兰》这样的超级大片，也不
得不一再撤档。

当越来越多的影片因疫情而在影院上映受阻时，
PVOD为它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行渠道，也为爱看
电影的观众提供了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光影魅力的观
影方式。

作为一部视效大片，尽管在《征途》官宣定档四天
前，国内影院已经开启了陆续复工的节奏，但影片还
是决定线上上映的方式不变。对此，爱奇艺电影中心
总经理宋佳分析，《征途》以PVOD模式上线主要基于
三大原因：第一，该片出品方与爱奇艺一直是紧密合
作伙伴，早在去年，爱奇艺就已拿下《征途》独家网络
版权；第二，影院复工，大量积压电影全部释放出来，
竞争必将非常激烈，《征途》上线播出胜算更大；第三，
《征途》根据同名游戏改编，今年恰逢这款游戏上线15
周年，必须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映，而且，游戏用户也
是网民，转化导流相对更有优势。

为了让用户在家的观影体验接近影院效果，爱奇
艺尝试了各种技术实现视听方面的高标准保障。“从
硬件端来说，我们判断这部影片更多的播放源是电视
机，所以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就与很多家电视机厂商谈
合作，专门为这部电影制作了4K、杜比视界HDR、杜
比全景声、爱奇艺HDR、超高帧率等配置。而且通过
电视机渠道谈了很多推广资源，帮助宣传这部电影。”

《征途》上线后，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上线72
小时片方收入4262万，影片在豆瓣榜单实时热门电影
榜位列第一，同时取得了微博电影榜周榜冠军、日榜
第三、云合全舆情热度电影日榜第一的成绩，“电影征
途”等微博话题累计阅读量超7亿。爱奇艺数据显示，
上线首日，《征途》TV端的人均观影时长超过移动端，
晚高峰TV端播放用户在全端占比近4成，可见特效
大片备受大屏用户青睐。

向前跑
——电影《阿甘正传》观后感

○ 刘念

曾经，一朋友向我推荐电影《阿甘正传》，但我
没看一分钟就放弃了。上周末机缘巧合又看了这
部电影，看后沉默良久。

《阿甘正传》讲述了先天智障的小镇男孩阿甘
自强不息，最终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

阿甘智力只有75，小时候还因为腿部问题安
装了支架，为了躲避别人的欺侮，听从朋友珍妮的
话开始跑，跌倒了挣扎着爬起，渐渐地，腿上的铁架
子不再束缚着他，他奔跑如飞。后来跑进了橄榄
球队，跑进了大学。从珍妮让他快跑，到橄榄球教
练让他快跑，他一直听从这句话，从来没有放弃过，
并为此取得成就。

阿甘在医院养伤的时候，又迷上了打乒乓球，
如果没人和他打，他就自己和墙打，通过坚持和努
力，最终成为了优秀的乒乓球员。

因为答应过同伴要一起捕虾，虽然同伴不在
了，但他还是买了渔船到海上捕虾，多次失败仍
没有放弃，最终捕到了很多虾，赚来了巨大的财
富。

阿甘善良、重情义、乐观豁达，他的人生，一直
不停地向前跑，单纯而又执着。拼命跑的阿甘大
多数时候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跑，单纯的他只
知道通过跑可以达成自己的小小愿望或者抛下
烦恼。“一直以来，我到哪儿都是跑着去，我没想
过要跑到什么地方。”就像面对心爱的珍妮再度
离开，他想要跑，没有路则返回接着跑，一直跑了
三年多，直到突然觉得累了，想回家。也正因为
不会多想，阿甘才能专注干一件事，从而创造出一
个个奇迹。

影片开篇是一片羽毛到处漂浮，最终落在了
阿甘的鞋上，被阿甘夹进书里。结尾处阿甘送别
儿子的时候，羽毛又轻轻地落了出来，伴随着儿
子的身影轻轻地漂浮，不知道究竟会去到哪里。
羽毛似乎是我们飘忽不定的人生，起起落落。就
像影片说的，“人生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
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
都有各自的命运,抑或只是像风一样一切都是偶
然。但我想也许两面都有,也许两面会同时发
生。”人生无常，与其纠结命运的必然或偶然，不
如向前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