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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为上海熙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血战钢锯岭》

的中国协助发行方，现就Kylin Pictures, Inc.（麒麟影业）在

电影《血战钢锯岭》中联合制片单位的权利作如下声明：

Kylin Pictures, Inc.（麒麟影业）根据与 CCP Film

Holdings III, LLC 的约定，享有在电影《血战钢锯岭》署

名为“联合制片单位”的权利。《血战钢锯岭》在中国内

地上映过程中，Kylin Pictures, Inc.（麒麟影业）联合制

片单位的署名被我司删除，系对 Kylin Pictures, Inc.（麒

麟影业）“联合制片单位”的权利以及所能获得的商业

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司对此深表歉意，现郑重声

明 Kylin Pictures, Inc.（麒麟影业）是电影《血战钢锯

岭》“联合制片单位”，以消除给 Kylin Pictures, Inc.（麒

麟影业）造成的不良影响。

特此声明。

上海熙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本报讯 由李凯执导，改编自庆

山（安妮宝贝）同名小说，钟楚曦、罗

晋、谭松韵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八

月未央》日前在京举办了“用力去爱”

主题观影场。导演李凯与提前观影

的观众进行了映后交流，阐释了影片

拍摄的幕后故事和艺术创作表达的

理念。《八月未央》将于 4月 16日全国

上映。

观影活动现场，有原著小说作者

庆山的粉丝表示：“庆山老师的作品

所蕴含的情绪内核是很难进行改编

的，但电影不仅完全还原了我心目中

的人物和故事，还把小说中那些晦涩

的情感拍了出来，让人感同身受，特

别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不少女性观

众被电影戳中泪点，在观影过程中流

下眼泪，直呼“《八月未央》太虐心

了”。

在主题观影场活动中，导演李凯

也与观众深度交流了影片拍摄的幕

后故事和艺术创作表达的理念。提

到拍摄《八月未央》的初心，李凯表

示：“看完小说之后，我产生了很强烈

的共鸣，不论是对孤独、宿命的理解，

还是对爱情的描述，都深深刺中了

我，所以我才选择将这部小说改编为

电影。”有观众提到，钟楚曦、罗晋和

谭松韵三位主演和原著人设十分契

合，他们的表演也张力十足。李凯认

为：“这是我心中最完美的未央、朝颜

和小乔，他们和电影的相遇也是命中

注定的。”关于电影更深层的情感内

核，现场有观众表示，电影中未央因

为原生家庭的影响造成长大沉默孤

独的性格，让人深深反思自身在教育

孩子中存在的问题，要“学会爱，用力

爱”，生活才能更加美好，迎来春暖花

开。

《八月未央》讲述了沉默寡言的

未央偶遇可爱率真的小乔，小乔的陪

伴温暖了这颗孤独的灵魂，而小乔未

婚夫朝颜的出现则为未央带来了纠

结的爱，三人的感情产生了微妙的变

化，一场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便由此

展开。除此之外，影片关于“谭松韵

一人分饰两角”和“原生家庭问题”的

话题也引发了全网讨论，受到了观众

的广泛关注和期待。目前，影片预售

已经全面开启。

（猫叔）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统计，截至 4 月 9 日，电影数字节目

交易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300 余部，其

中 2019 年 以 来 出 品 的 影 片 430 余

部。上周（4 月 3 日至 4 月 9 日）新增

25 部影片，全部为故事片。

上周有 30 个省区市的 149 条农村

电影院线订购 1221 部影片，共计约 21
万场。10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其

中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订购超

200 部。5 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

中辽宁新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责任公司订购场次最多。放映方面，

浙江新农村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最

多，超 200 次；福建省中兴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多，

超 6000 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优秀影片展映活动”推介影

片广受关注

故事片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活动”4 月

展映片单推出后，《南征北战》、《上甘

岭》、《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

《地雷战》、《红日》、《小兵张嘎》、《英

雄儿女》、《百团大战》、《金刚川》等 10
部影片受到各地院线广泛关注，上周

累计订购约 14000 场。

科教片方面，《电瓶车安全小故

事》、《儿童步行交通安全》等交通安

全题材影片以及《农村消防安全故

事》、《防患未燃之山林防火》等消防

题材影片为上周热订影片。

新片方面，日前登陆市场的一批

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可重点关注。援

疆题材电影《我不是老师》讲述了青

年歌手厉娜为创作更好的音乐来到

新疆奇台，误打误撞成了支教教师，

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

困难和挫折，也倾注了真情与大爱，

与当地孩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另

外，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叶

妲》、《花恋》、《傣女情恨》等影片，从

不同侧面反映了云南当地少数民族

的历史风貌和人文情怀。

多地组织开展公益电影放映

培训和设备巡检工作

为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活动”相关工

作，近期山东、陕西、山西、贵州等地

院线积极组织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培

训和设备巡检。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召开 2021 年农村公益电影管理

培训会暨“送电影进福利机构”放映

活动动员部署会，要求紧密结合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积极做好各项主题电

影宣传展映活动，将每支放映队打造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队”以及“乡

村振兴宣传队”。陕西咸阳院线召开

2021 年农村电影工作会，要求落实好

建党百年主题放映，积极开拓商业市

场，建立安全防控常态化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新机制。山西长治银光院线

结合实际情况将放映员培训与设备

巡检合并进行，提高了工作效率，为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电影展映做好充

足准备。贵州黔南院线委派技术员 3
月起前往 12 个县市开展设备巡检工

作，同时对新放映员进行放映设备操

作等培训，目前相关工作已完成，全

州正式开启放映工作。

此外，新疆库车、四川攀枝花、广

西贺州、河南舞钢、广东深圳、山西河

津等地近日相继开启了“永远跟党走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主题放

映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将在中

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辟专区对各

地组织的主题放映活动进行集中展

示。请各地电影管理部门、农村院线

在主题放映活动结束后及时将视频、

图片、文字等资料汇总至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dmccnews@dmcc.org.cn）。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由罗飞执导、好莱坞殿

堂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担任监制、

“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讲述的纪录电

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以下简称《六人》）将于 4 月 16 日在

中国大陆上映。影片日前在北京举

办了中国首映礼，《泰坦尼克号》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通过视频表示自己深

感荣幸参与本片制作。导演罗飞、首

席研究员施万克、制片人罗彤在首映

礼现场与观众分享了更多关于这部

纪录电影幕后制作故事。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为中国观众

独家录制的两段视频，他对《六人》调

研团队、制作团队献上自己的敬意：

“长达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时的调

研工作，一部我深感荣幸参与其中的

影片！”与此同时，卡梅隆还透露这是

历史上首次披露泰坦尼克号上中国

乘客的故事，在他的电影《泰坦尼克

号》中，露丝获救情节的创作灵感就

来自于他们的故事，卡梅隆希望通过

这部纪录电影、希望观众和他一样，

为泰坦尼克号上不为人知的中国故

事而感动。

导演罗飞、首席研究员施万克、

制片人罗彤分享了影片幕后调查、拍

摄的真实经历，追溯六位中国幸存者

百年前的求生经历和生活轨迹实属

不易。施万克说到自己参与这部纪

录电影的最大动机：“其他的 700 多

个幸存者都有后代很骄傲地讲他们

的故事，唯独这 6 个中国人没有后代

提起过他们的故事。”提及制作团队

如何请来卡梅隆导演为影片担任监

制时，罗飞导演爆料起初困难重重，

最后却收获了惊喜：其中一位律师看

到电子邮件然后给到卡梅隆，没想到

卡梅隆导演第二天就表示对这段历

史很感兴趣，促成了后续的拍摄。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

国幸存者》将于 4 月 16 日上映，六

位中国幸存者虽已逝去，但他们极

限的求生经历值得每一位中国同胞

关注！ （木夕）

年度灾难巨制《无限深度》日前正式杀

青并发布杀青剧照。影片由朱一龙、黄志

忠、焦俊艳、陈数领衔主演，成泰燊、王戈、

卢思宇主演，白客、乔欣特别出演，自开机

以来备受业界关注，拍摄期间仅花絮就已

多次强势占领各平台热搜榜，大众期待值

爆表。影片呈现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地质灾

害，亲情、友情、家国情纵横交织，2021年暑

期全国献映。

全员力克众难挑战生理极限

实景拍摄上天入地引爆热议

电影《无限深度》自年初开机以来，其

灾难片气质愈发深入人心，引网友力赞。

影片中，以洪翼舟（朱一龙 饰）、洪赟兵（黄

志忠 饰）、卢小靳（焦俊艳 饰）、丁雅珺（陈

数 饰）为首的中国铁建建设者和铁道老兵

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灾害。绝境之

下，深陷地底的洪家父子，与林好运（白客

饰）、徐一苗（乔欣 饰）、楚钟（王戈 饰）、李

晓剑（卢思宇 饰）组成的“地下小分队”展

开了一场极限自救；山崩地裂，隧道工程岌

岌可危，何工（成泰燊 饰）以及多位实力派

演员所诠释的工程人们，也面临着关乎使

命的生死抉择。

为呈现灾难来临时震撼人心的视效画

面，也为还原中国基建人披星戴月的真实

工作场景，电影《无限深度》深入贵州遵义

十二背后景区实景拍摄。亚洲最长溶洞、

百米地下河“天窗”、十层傍山天阶……剧组

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无论戏内戏外，都是一

场精彩纷呈的探险之旅，令全网观众津津乐

道。拍摄期间，“无限深度开机”、“朱一龙拍

戏滚了 17 次”、“朱一龙雨戏”、“朱一龙倒

立”等话题十余次登上微博热搜、娱乐榜单，

强势出圈。《无限深度》也是首个拍摄期进行

直播的电影剧组，一开播便空降抖音直播榜

第二名，掀起广泛热议。

清明祭奠铁道兵英雄先烈

传承信念匠心打造暑期钜献

电影《无限深度》讲述了一对父子之

间的精神传承，刻画了从中国人民解放

军铁道兵至中国铁建始终如一的奋斗精

神。自 1948 年组建至 1984 年正式转业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先后参与修

建了多项国内大型铁路工程——鹰厦铁

路巩固国家海防、成昆铁路一公里一忠

魂、青藏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高不可

攀……4 月 3 日，老铁道兵、“铁二代”代

表、以及电影《无限深度》导演李骏、监制

兼摄影指导赵晓时、制片人陈洁、制片人

崔陆萌、领衔主演朱一龙、黄志忠、焦俊

艳、陈数等主创人员，共赴贵州省大用烈

士陵园进行祭拜，表达了对铁道兵英雄

先烈的深刻悼念与致敬。导演李骏致敬

道：“我们用敬意和怀念来完成这样一部

电影，以让更多中国人知道，曾经有一支

军队叫铁道兵，在和平年代奉献牺牲，为

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

代价。”

秉持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

定信念，《无限深度》剧组在艰苦险峻的

环境中完成了拍摄，并首次发布主演剧

照。洪翼舟腾空挂于直升机下，身形矫

健，足见其身为中国铁建工程师的户外

专业性；苍穹之下，年过半百的洪赟兵半

身探出直升机外，仅单臂扶门，对儿子的

担心焦虑溢于言表；卢小靳孑然立于瓢

泼雨幕中无助恸哭，神情却又隐含坚韧；

抢险指挥大帐内，隧道工程负责人丁雅

珺运筹帷幄，目不转睛地研究着由何工

等人精密测算出的抢险模拟结果；黑暗

危险的地洞中，深陷绝境的“地下小分

队”不放弃任何逃生希望。杀青来临，演

员们纷纷萌生不舍与感怀。朱一龙与黄

志忠由衷感慨：“这部电影让我们更加理

解生命的厚度，期待暑期上映。”

《无限深度》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领衔出品、发行，李骏担任导演，赵晓

时担任监制、摄影指导，沙颂担任编剧，

张冀担任剧本顾问。影片由朱一龙、黄

志忠、焦俊艳、陈数领衔主演，成泰燊、王

戈、卢思宇主演，白客、乔欣特别出演，将

于 2021 年暑期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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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未央》举行“用力去爱”主题观影场

纪录电影《六人》首映
导演罗飞一封邮件打动卡梅隆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