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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3日起，“抗美援朝系

列电影”以接力上映的姿态为祖国和英

雄们奉上属于中国电影的一份致敬，动

画影片《最可爱的人》近日特别发布由韩

磊演唱的主题曲《你是最可爱的人》MV，

高亢旋律唱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无

畏，随MV影片也发布一款“英雄无畏”

手绘海报，以绚烂色彩呈现影片英雄之

一杨根思舍生取义高燃时刻。

“你是最可爱的人，总在最需要时

挺身”，电影《最可爱的人》主题曲《你是

最可爱的人》MV中，韩磊振奋高亢的歌

声唱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无畏，“来

自寒夜的身影，点亮奉献的那一盏灯”

更表达出每个时代甘于奉献、挺身而出

的共通的英雄精神。MV中也展现了影

片五组英雄战斗高燃时刻，生动的动画

以更加热血的方式呈现我们自己的“真

英雄联盟”。

作为“抗美援朝系列电影”，《最可爱

的人》幕后集结众多惊喜阵容，除了此次

韩磊的主题曲演唱，歌曲也邀请到曾创

作过《向天再借五百年》、《等待》、《精忠

报国》，编曲《春天的故事》、《青藏高原》、

《鸿雁》的著名音乐人张宏生担任作曲。

此前发布的片尾曲《为祖国》以天籁童声

唱响希望与和平，电影也用两首风格不

同的歌曲，展现出影片高燃与感动共存

的精彩。此外影片配音更邀请李立宏、

吴刚、臧金生等“老戏骨”，以及张子枫、

郭俊辰、焉栩嘉、周奇等新生代演员，豪

华阵容纷纷用声音为媒介共同致敬“最

可爱的人”。

动画影片《最可爱的人》由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出品，

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已于 10 月

23日登陆大银幕。 （木夕）

本报讯 每一盒胶片都是一段真实

过往，每一枪一炮都是一个真实生命。

“抗美援朝系列电影”中的纪录电影《保

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日前已

接力起映。由导演郝蕴执导、著名演员

张涵予倾情配音的纪录电影特别发布

“光影赞歌”版预告，释放不少电影首次

独家披露的真实历史影像，更有珍贵的

中美朝韩四国战场纪实画面及原声修

复重现，全景式立体呈现 70年前“立国

之战”。作为“抗美援朝系列电影”中唯

一一部纪录电影，《保家卫国——抗美

援朝光影纪实》起映后便吸引无数历史

影迷关注，力赞影片“真实的影像、真实

的记录，更加打动人心”。

据介绍，此次电影制作团队不仅首

次独家解密真实影像，也将诸多国内外

原始纪录片珍贵纪实影像画面进行修复

重现，以全景式真实还原抗美援朝战

场。除了大量珍贵史实影像的“首见天

日”，电影里也保留了中美朝韩等多国

50年代纪录片里的经典原声，令观众能

够走进70年前真实的浴血战场，亲身聆

听过去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独特解读。

纪录电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光影纪实》特别采访了抗美援朝摄影队

老兵们。作为曾经战场上的亲历者、见

证者，盛玉增、王瑜本、王忠礼、李德润、

杨中耀、李永杰，这些耄耋老人追忆过

往，动情讲述志愿军战士们的热忱与信

仰。抗美援朝摄影队摄影助理杨中耀

老人时至今日，仍不忘初心使命，“我

们也是志愿军，我们一心想要保家卫

国，我们有义务到前线去记录志愿军，

用胶片把战场记录下来。”同为抗美援

朝摄影队摄影助理的李德润老人也分

享了曾在战场战斗的经历，“志愿军战

士每天晚上至少得走 80 里路，多的时

候要走 120里。年轻的时候，没有人考

虑有危险了怎么办。大家都不怕牺

牲。”

在影片的筹备过程中，导演郝蕴也

颇受触动，“这部片子中使用到的很多影

像资料，它的摄影师都牺牲了，他们的生

命已经融入到片子里面。”作为“国家相

册”，这部纪录电影里珍存了共和国的历

史，储藏了一代代人的记忆。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中国电影人合力打造

“抗美援朝系列电影”，以四部影片多维

呈现抗美援朝历史，以光影力量谱写英

雄赞歌。《金刚川》、《保家卫国——抗美

援朝光影纪实》、《最可爱的人》已陆续燃

情热映，《英雄连》也即将接力上映，“抗

美援朝系列电影”为祖国和英雄奉上属

于中国电影的一份致敬，为观众带来不

一样的精彩与振奋。

（木夕）

本报讯 10月29日，2020·横店影视

节首场活动——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

介会正式开幕。全国 51 条院线、超 50
家影院投资公司参加，500位片方代表、

100 多部国产新片首次亮相、集中推

荐。这不仅是一场成果展示，更是中国

电影人相聚交流、共同探讨行业未来发

展的盛会。

据悉，百余部备受期待的影片代表

及主创代表参与了此次全国院线参与的

影片推介会，发布影片最新进展。在院

线会议上，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

会长陈连宝宣布文投（北京）电影院线公

司作为第51条跨省院线，正式加入全国

院线的大家庭。这也是继文投控股 10
月 26日公告公司全资公司文投（北京）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简称文投院线）申请

成为跨省电影院线的申请已获国家电影

局批复，同意文投院线为跨省电影院线

公司之后，文投院线作为全国第51条院

线在行业重要会议上的首次亮相。文投

控股常务副总经理，文投院线董事长蔡

敏称，院线版块的夯实，进一步完善了文

投控股的全产业链布局，也标示出文投

控股深耕电影行业终端建设的信心和

决心。

2018年，国家电影局印发4号文件

《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影市场

繁荣发展的意见》，鼓励发展电影院线

公司，按照“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

经营、统一管理”的要求，投资建设或收

购电影院，扩大规模，加强管理，提升服

务，文投控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截至

目前，文投院线已取得国家电影局《电

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为电影

片发行、电影院发行，经营范围为本院

线电影院。文投院线将根据公司整体

战略规划及自有电影院在其他院线的

加盟情况等，适时在未来开展自有院线

业务，包括院线电影在文投院线内电影

院的代理、发行等。

文投控股将以旗下知名影城品牌

耀莱成龙影城为基础来运作这一院

线。2015年耀莱成龙影城已成为文投

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截止到 2019年，根

据文投控股公告显示，公司旗下直营影

院 117 家，银幕数量 871 块，实现票房

9.92亿元。 （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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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发预告

文投控股获跨省院线牌照

“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是战

友、是兄弟，是护着俺们过桥的！”这是电影《金

刚川》中的一句台词，大银幕上面对金刚川的

阻碍，志愿军各兵种通力配合、最终在预定时

间内成功渡河。

“我们的工作看不见，我跟很多合作单位

的小伙伴也没见过面，但在电话里、微信群里、

云会议室里，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在为《金刚

川》架桥。”中影发行的小伙伴说。电影发行是

一项繁琐的幕后工作，就像金刚川上的人桥，

观众看不见它，它却扎扎实实地存在着、连接

着电影和观众。

2020年，中影股份发行的小伙伴心中最重

要的任务是确保电影《金刚川》10月23日准时

上映。从 6月宣发预启动开始，中影发行各部

门和兄弟单位通力配合，以刷新行业纪录的

“中影速度”实现了10月23日《金刚川》在全国

95%复工影院顺利上映。

“接到任务就是通宵，48 小时、72 小时，

实在累了就在办公室歪一下……”谈及《金

刚川》发行过程中的“中影速度”，影片发行

负责人说，“我们没有耽误一秒钟！”

10月 27日，电影《金刚川》上映的第 5天，

中影股份发行的办公室里，依然是一片忙碌。

记者见缝插针地采访了参与影片发行各环节

的小伙伴们。

“拼了首周拼次周”，虽然还来不及做详尽

的影片发行复盘，但用“金刚川”精神发行《金

刚川》已然成大家心中的共识。交流过程中，

“协作”和“配合”是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

词。谈到每一次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变换队形

和补位，他们会默契地会心一笑，末了加一句，

“用发行配合突破物理时间的极限，挺牛的！”

发行公司里的“抗美援朝”小组

中影股份发行公司里的“抗美援朝”小组，

其实是几个 80 后、90 后的小伙伴。今年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国

电影人制作了抗美援朝系列电影，分别从多个

维度、多个层次还原“立国之战”，生动展现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全国各

族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华民族不

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和为世界正义事

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影股份发行作为主控发行方，和华夏电

影一同承担了《金刚川》、《保家卫国——抗美

援朝光影纪实》、《最可爱的人》、《英雄连》四部

影片的发行任务。为了确保发行工作顺利进

行，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抗美援朝”小组，从素

材对接、合同签署、硬盘发运协调及相关预案

制定、跟兄弟单位对接配合到全国影院排片落

地等都有专人分工。遇到突发情况，小组乃至

整个发行公司员工随时变换队形、及时补位，

确保《金刚川》发行万无一失。

“一直到 10 月 24 日《金刚川》安全上映的

第二天，夜里还是睡不着、时不时地会习惯性

地拿起手机看看，钉钉上我们这周的平均单日

打卡时间超过 11小时。”一位小组成员从办公

室隔断探身告诉记者，说完回过身继续整理手

头的文件。

突破物理极限的“中影速度”

《金刚川》是中影股份 2020年主控发行的

重点影片，面对“后疫情时代”电影市场巨大的

不确定性，如何充分开掘主流影片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捍卫中影品牌？中影发行的小伙

伴用实际行动创造了全新的“中影速度”。

“中影发行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困难，

每一部电影都不容易，《金刚川》最难。”参与影

片发行的小伙伴说，“除了时间紧、任务重，《金

刚川》的难度还在于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和应急处理。”

电影《金刚川》原定10月25日上映。随着

制作、发行工作的深入，本着配合纪念氛围、引

爆首周市场，充分发掘经济效益和发挥社会效

益的初衷，影片上映前火线提档至10月23日，

发行节奏随之全面提前。

档期变化传递到业务端，意味着“快速决

策”和“有效执行”，接到提档通知当天，中影发

行迅速更新了提档后的硬盘发运方案及两套

应对预案。

10月19日，普通版本硬盘陆续发出。

10 月 20 日，IMAX 素材制作告急，需协调

送盘支援。中影发行第一时间制定了影片硬

盘的转运及分发方案，业务部门协调敲定全国

各院线统一领取、分发细节，36小时处理完毕。

10 月 21 日，母版中心收到 IMAX 版素材、

连夜赶制。中影股份发行办公室的小伙伴晚

上10点就赶到怀柔等待，硬盘复制完成即刻装

车，两车次 IMAX版本硬盘连夜从怀柔发往小

西天片库。

10 月 22 日清晨五点，接待全国院线影院

取盘工作，当天共取走438块盘、顺丰空运发盘

149块，587块 IMAX硬盘全部发出。

10 月 23 日影片上映当天，除极偏远地区

外，全国95%的复工影院如期上映。

据统计，电影《金刚川》共有CINITY、中国

巨幕、IMAX，杜比全景声、多种 4D 版本、

CINITY AMR 高帧率版本等共计 12 个发行版

本。中影数字母版中心团队仅用4天、96个小

时就完成了《金刚川》7 个版本，超过 16000 块

硬盘拷贝的制作任务。其中，IMAX 版本 587
块硬盘的及时制作和发运无疑是中影速度的

最好诠释。

2020年全新的市场环境对发行的精细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集中体现在密钥的制作

和发放周期上。《金刚川》的发行过程中，技术

部负责密钥制作的小伙伴根据实际发行需要

制作了多版本、每个版本四批次的密钥并及时

发放至影院，确保影片按时、规范放映。

《金刚川》发行过程中的“中影速度”也体

现在影片营销宣传的全过程，如影片的硬广投

放在得知提档信息后迅速调整，负责宣发的小

伙伴协同合作单位，制作发布单位和工商审查

单位将整个工作周期压缩至 5天，保障硬广及

时、有效上刊。影片发行物料也分13批次随做

随发，充分满足影院阵地宣传需求。

“歪一下、接着干！”中影发行的小伙伴告

诉记者，电影《金刚川》的发行过程中，是远超

“996”的24小时、48小时乃至72小时连续极限

工作，累了就在办公司“歪一下”。

13轮次物料连续发运

与以往电影不同，《金刚川》开创了电影制

宣发同步推进的先例。影片宣发前期，相关物

料素材还处于酝酿制作阶段，无法批量提供。

电影宣传的契机转瞬即逝，国庆档作为今年行

业复工后首个黄金档期，有“小春节档”之称，

如何借势国庆档完成影片的前期宣传？中影

发行和麦特的小伙伴们无数次开会、讨论，确

定宣发方向、宣发策略，讨论一稿、推翻一稿；

推翻一稿、讨论一稿，用智慧和经验克服物料

短缺的困境，让“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8 月 28 日，在几乎没有物料储备的前提

下，影片第一版概念海报发布，以木雕版画的

形式诠释影片风格和基本信息。9月底影片宣

传素材核定，中影发行与联瑞影业第一时间分

配发运物料，并借势国庆档的露出优势，保证

首轮大规模宣传的落地触达。10月中旬，第二

批宣传素材发出。

据统计，影片宣传开启至今，共推出 15款

海报、3款预告片、多款新媒体向的小视频，帮

助影片突破既有圈层；阵地物料方面，共制作

人物款、终极款、横竖款展架18000余套、小海报

200张，终极海报50000余张、大立牌1200个，用

于影院终端的展示宣传，并在一个月内完成13
轮次素材的发运。

为了营造抗美援朝纪念日的氛围，唤起观

众的爱国情绪，发行方还精心制作了国旗贴

纸、挂旗、文化衫、军用挎包、军用水壶等相关

衍生品提供给影院做活动互动。与此同时，在

全国征集 62家主题影城、上千个喷绘位，策划

抗美援朝知识普及版、绘画展示版、我和老兵

的故事征集、观影签名墙等，在助力影片营销

落地的同时，帮助观众了解抗美援朝相关知

识。

“我们看过片，对影片的质量有信心！”10
月21日、10月22日影片北京首映礼期间，发行

方邀请了铁血观影团、抖音观影团等多个观影

团和抗美援朝老兵观影。影片上映首周末共

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中影集团举办《金刚

川》CINITY高帧版公益观影活动，中国巨幕举

办全国 7城幕后玩家观影团等落地活动，观众

们深受感动，从内心深处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民

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有效带动了影片的口碑发

酵。

不孤立做电影也是此次抗美援朝系列影

片宣传发行过程中的重要策略。为此，中影发

行除将四部影片打包形成系列外，还积极拓展

传播渠道，如结合影片属性跟学习强国合作，

通过强国商城引流至淘票票平台抢票。10月

23日《金刚川》抢票活动在强国商城一经上线

即刻售罄。中影发行抖音号、中影发行官方微

信号在影片宣传期内持续发布影片相关讯息，

其中抖音号播放量超过500万次。

统筹发行，

不辜负每一部好电影

《金刚川》上映前，中影发行、华夏电影及

联瑞影业的业务人员联手开展“百人百城”下

沉市场拓展活动，从院线、影管公司到单店店

长、经理两个维度沟通洽谈，这些平日里朝夕

相处却又不曾谋面的“战友”有着同一个目标

——落实好《金刚川》发行工作、跟进排映及包

场。在京业务人员也积极落实北京影城排场

和物料摆放，为院线影院包场工作出谋划策。

10 月 23 日，电影《金刚川》上映首日排片

占比 54%，并以 15.84 万场的排映场次刷新国

产电影首日场次纪录，影片上映 7 天票房过 5
亿……尽管如此，10月下旬档期的整体低迷和

大盘走低让中影发行的小伙伴们丝毫不敢懈

怠。第20届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上，中影

发行的小伙伴现身说法，再次带去了关于《金

刚川》的推介。

“参与这四部抗美援朝影片的宣发工作，

让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这段历史。生于和平

年代的我们是幸运的，不用再经历战场上的流

血牺牲，但是身为中国电影人，我们有责任让

更多观众藉由这部电影，感受中华民族的风

骨，铭记这些向死而生的英雄。”推介会上，中

影发行的小伙伴说。

“这是一部 3 位导演、5000 人的创作团队

联合完成的心血之作，目前场次有了，但是市

场热度还有待提升。”发行的小伙伴告诉记者，

“我们履行了发行的责任、尽力了，也希望全社

会对影片给予持续的关注，为了纪念、也为了

缅怀！”

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发行的小伙伴跟记者

回忆了中影近几年发行过的电影，通过一部部

影片的发行实践，验证中影发行“不放弃每一

部小片，不辜负每一部好电影”的发行理念，

“跟我们合作的，都是各环节的顶尖团队，我们

要比他们更了解市场，才能真正做好统筹发

行。”

正如他们反复经历和刚刚经历的那样，

“每一部电影上映前，都有太多不确定、不可

能。”《金刚川》刷新了“中影速度”，也再次捍卫

了中影发行的荣誉，“没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没

有耽误一秒钟！” （木夕）

在国家电影局的关心、指导下，《金刚川》由中影股份领导率

队统筹宣发，期间多次召开宣发协调会，密切跟踪市场动态，及时

调整宣发策略和宣发节奏，全力推动影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用“中影速度”
发行《金刚川》

——中影股份《金刚川》发行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