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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昨日下午 5点 15分，海
湾公园对面的海沧区高层建筑
外景灯陆续点亮，
“厦 门腾 飞
相 逢 是 首 歌 厦 门 欢 迎 您 ”等
“金鸡”主题文图滚动播放，市
民纷纷拍照留念。
“快看，对面楼上有字。”
一名市民一边说着，一边拿出
手机拍照。只见，
在海沧区的高
层建筑群，金鸡海报和文字滚
动播放。
来自东北的游客宋女士
说，听说了金鸡百花奖落户厦
门的消息，到了厦门才明白金
鸡为什么会选在这里举行。除
了景色很美，气候宜人，这里的
文化氛围也浓厚，
市民素质高。
随着夜幕降临，海湾公园
附近的高楼建筑外景等纷纷点
亮，各种“金鸡”主题的标语和
动画在大楼上展播。而海湾公
园成了最佳观景点，可 360°
无遮挡观看“金鸡”主题宣传，
市民们表示这些“金鸡”夜景
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了大都市的
时尚和科技感。
随后，记者又先后来到
湖畔和观音山，
只见巨幅“金
鸡” 海报占用了观音山的商务
楼整栋楼面，而隔着
湖也
能遥看展播在楼面的 “金鸡”
主题文图。
而在昨晚的会展中心，
12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沙
滩上空变换梦幻般字体和造
型。
“点亮金鸡光耀中华”，
“我
爱厦门”等标语……金鸡、
日光
岩等造型……各种元素在空中
自由变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
赞叹。
为营造浓厚活动氛围，由
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广电集
团主办的特别节目 “沙滩钢琴
音乐会无人机表演” 于 11月
17日 20:
00在会展中 心沙 滩
上演。这些图案不仅扮靓了厦
门的夜景工程，更让市民感受
到了浓浓的“金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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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C3 为确保第 28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有序、畅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采取相
关道路交通限制措施。
一、
2019年 11月 19日 17
时 至 23时 、
11月 22日 12时
至 18时，前埔北路领事馆路口
至展鸿路路口段、展鸿北路领
事馆路路口至展鸿路路口段禁
止车辆通行；
2019年 11月 23
日 13时至 24时，会展北路、展
鸿路会展北路路口至展鸿南路
路口段、环岛东路会展北路路
口至会展南路路口两侧辅道、
会展南路环岛东路路口至会展
南三路路口段禁止车辆通行。
放置第 28届金鸡百花电 影 节
《车辆通行证》 的车辆及执行

任务的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
程救险车不受上述限制措施限
制。
二、
2019年 11月 23日 13
时至 24时，会展北路会展路路
口至环岛东路路口段实行由西
往东 （即会展路往环岛东路方
向）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向
西行驶；
会展南路环岛东路路口
至会展南三路路口段实行由东
往西 （即环岛东路往会展路方
向）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西往
东行驶。
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
道路
交通繁忙，
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
出行安排。交警部门将根据道
路交通情况，
适时调整限制路段
交通管控措施，
请过往车辆按现
场道路交通指引标识通行，
服从
交通民警和现场管理人员的指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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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15日，由中国电影家
协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指导，厦
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厦门影视
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支持的 2019
思明影视季新闻发布会召开。
据介绍，
2019思明影视季将
借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落户厦门
为契机，推动思明区乃至厦门市
影视产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作为 2019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的配套活动，
2019思明影视
季将有四大项目相继上演。
2019年 REALL青 年 短 片
创 作 季的 “主题 创 作单 元”从
194名导演中诞生 30强入围导
演、从 215个故事中诞生 10个
入围故事，并由 REALL组委会
出资赞助创作者，将这些极具时
代特性的故事拍摄成片；
“短片
竞赛单元”从 207部作品中评审
出最佳剧情短片、最佳纪录短片、
最佳动画短片、最佳实验短片等
奖项。
第一届互联网影视文娱盛典
暨“飞鹭”文娱之夜将于 11月 22
日举办，旨在对优秀的互联网影
视作品、
演员、
导演等进行展示。
鼓浪 屿 -世 界华 语 电 影 人
跨界艺术展演将 于 11月 20日
至 12月 31日期间，在思明区分
设两个展馆。其中主展馆在鼓浪
屿 汇丰 银 行职 员公 寓 ，将电 影
《疯狂的外星人》I
P与巴西插画
大师罗杰米罗联合展出。分展馆
则在中山 路中 华 城厦 门东 西 坊
（黄氏老宅）举办，主题定为“潮
涌思明，
厦语片时代:厦语片×厦
门蓝 I
P主题展”。
中国电影后期制作技术论坛
将邀请数十家中国影视视效制作
企业代表及院校代表，探讨厦门
影视后期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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