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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英雄》9月30日上映
陈国辉导演还原8小时真实救援细节

北京时间2022年9月22日，迪士

尼中国与 20世纪影业在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举办“阿凡达中国庆典”，隆重

展映了《阿凡达》4K 高帧率重制

CINITY 版在大银幕上的崭新魅力。

庆典现场，传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和

影片主演们通过视频形式与到场嘉宾

分享拍摄体会，独家揭秘幕后故事。

应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卡梅隆导演的邀

请，用中影CINITY放映系统在庆典上

放映了 4K高帧率重制CINITY版《阿

凡达》，中影CINITY放映系统的高新

技术格式电影技术完美匹配了重制的

《阿凡达》，为观众呈献《阿凡达》崭新

的视效盛宴。

中影CINITY独家技术支持

极致视听助力阿凡达臻享之旅

《阿凡达》是电影史上一部里程

碑式的传奇巨制，13年前带给观众只

有在大银幕上才能充分享受的独特

观影体验。凭借新颖奇幻的想象力、

精致惊艳的特效，收获了无数观众的

喜爱。《阿凡达》的经典魅力与其突破

性的技术密不可分，在“阿凡达中国

庆典暨CINITY臻享之旅”的活动中，

《阿凡达》的 4K 高帧率重制 CINITY
版为观众带来了臻于完美的视听体

验。此次电影放映采用中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 CINITY 制版和放映系统，

该系统创造性地融合了4K、3D、高亮

度、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沉

浸式声音七大电影放映领域的高新

技术，使电影的画面更清晰、色彩更

绚丽、影像更流畅、细节更丰富、动作

更连贯、声音更逼真。CINITY 专为

最清晰绚丽的银幕效果和最身临其

境的3D体验而设计，与重制的《阿凡

达》影片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了极致

的观影体验。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欧洲电影博

览会（CineEurope）上，《阿凡达：水之

道》的特别片段也是应邀通过中影

CINITY 系统独家放映展示，其呈现

出的电影视听效果让博览会现场嘉

宾无不为之赞叹。中影CINITY也因

在电影技术上的创新突破，被博览会

主办方授予特别技术成就奖。

卡梅隆导演盛赞，中影CINITY

放映《阿凡达》4K高帧率重制

CINITY版效果无与伦比

“阿凡达中国庆典”上，詹姆斯·卡

梅隆（James Cameron）导演与《阿凡

达》系列作品的主演佐伊·索尔达娜

(Zoe Saldana)、萨 姆·沃 辛 顿 (Sam
Worthington)、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为中国观众特别录制独家采

访内容，生动阐述拍摄这部意义非凡

的影片的心得和对续集的期待。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通过视频说

到，“《阿凡达》首次问世时，被誉为大

银幕的革新。在今天的4K高帧率重制

CINITY版《阿凡达》中，我们还将继续

提升影院体验，CINITY的亮度比《阿凡

达》首次上映时要高得多，CINITY的激

光放映技术令画面效果绝对优秀。与

此同时，CINITY的3D、高动态范围、高

帧率和更高分辨率，也能让全球观众进

一步沉浸入《阿凡达》的世界，CINITY
影院系统与《阿凡达》堪称绝配。”

正如卡梅隆导演所说，现场观众

观影后都表示与 13 年前看过的《阿

凡达》感受完全不同，看到了许多过

去没有看到的细节，收获了以前没有

的舒适观影体验，被 4K 高帧率重制

CINITY版《阿凡达》的美轮美奂深深

震撼。中影CINITY放映系统最高可

达28FL的3D高亮度，是普通影厅3D
亮度的 4-7倍，为电影画面特点的充

分展现奠定了基础；重制版 4K 的高

分辨率，使画面极致清晰，如焕新生；

高帧率让影片的动作画面更加流畅，

视觉呈现更有感染力；高动态范围大

幅提高了画面的明暗对比，让画面亮

的更耀眼，暗的更深邃，呈现更多细

节，使影片的观感细腻丰富；重新的

调色，使电影画面更加绚丽，在

CINITY系统绝配放映下更淋漓尽致

的呈现出光彩夺目的潘多拉星球。

应华特迪士尼公司与卡梅隆导演

邀请，4K高帧率重制CINITY版《阿凡

达》上映时，CINITY将独家为观众带

来极致臻享体验。卡梅隆导演还表

示：“期待不久的将来为大家呈现《阿

凡达：水之道》，也期待与CINITY合作

打造顶级的大银幕体验。”中影

CINITY放映系统将成为《阿凡达：水

之道》国内大型庆典活动的独家放映

技术合作伙伴，带领观众畅游视效升

级的潘多拉世界，感受科技与电影带

来的神奇体验。

在此次“阿凡达中国庆典”上，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打造的沉浸式主题

展——《阿凡达：探索潘多拉》也向乐

园游客正式开放，其将作为上海迪士

尼乐园内的全新体验为广大的《阿凡

达》粉丝和各年龄游客提供一段充满

视觉享受的探索之旅。当晚，全新定

制的阿凡达电影主题投影点亮了上

海迪士尼乐园的奇幻童话城堡，将当

天的盛大庆典推向高潮。史无前例

的重磅主题活动、影史标杆级的特效

盛宴、充满沉浸式的游览体验，为中

国影迷专属打造了一场盛大狂欢。

本报讯 近日，由大鹏执导的喜剧

电影《保你平安》宣布定档 12 月 31
日，并发布定档海报。该片由大鹏执

导，苏彪、大鹏编剧，陈祉希担任总制

片人，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圣

迪领衔主演，马丽特邀友情出演，宋

茜特邀出演，贾冰、杨迪、潘斌龙、倪

虹洁主演，乔杉、于洋、刘金山、曹炳

琨、梁超友情客串。

定档海报中，大鹏饰演的魏平安

置身车内，身后车顶“炸”出一众笑

匠。李雪琴行侠仗义伸出援手、尹正

手握剪刀帮你剪断烦恼、王迅身背小

旗向快乐出发，王圣迪张开双臂拥抱

蓝天；更有马丽振臂热情Say嗨，宋茜

手托下巴笑靥如花。而站在一旁的乔

杉，则手拿大吉他，延续摇滚本色。海

报中贾冰、杨迪、潘斌龙、倪虹洁也都

个个簇拥车上，喜笑颜开。大鹏携豪

华喜剧阵容满载欢乐与祝福，仿佛邀

请大家发车启程，欢乐氛围“拉满”。

《保你平安》讲述了在小人物之

间萍水相逢却守护到底的真情故

事。故事中魏平安遇到了各种各样

在平凡日子中坚守自己真心、努力生

活的普通人，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在

大鹏的镜头中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在一众喜剧笑匠的演绎下，观众不仅

会被故事情节逗笑，也会为每个人物

的命运动容。

影片由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上海他城影业有限公司、天津

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杭州淘

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出品。

（赵丽）

本报讯 由尔冬升执导的民族情感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正在上映，这部

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事件为背景

的影片，获观众评价：“这段历史堪称伟

大，但知道的人很少，我们太需要这样

的电影了。”近日片方发布内蒙民俗特

辑，揭示尔冬升导演如何带领剧组生动

描绘出这幅内蒙古风情画卷。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中，除了

动人催泪的故事、细腻丰富的情感，片

中对内蒙古风情的描绘也戳中很多观

众的心。内蒙民俗特辑中，介绍那些不

被人熟知的内蒙古习俗，也展现出剧组

对细节的考究和用心。从剧本创作阶

段，尔冬升导演便深入内蒙古当地，向

专家和牧民了解当年的生活，影片中表

现的冰糖稀缺、不吃鸡蛋等细节都来自

于内蒙古人民当年真实的生活。而片

中展现的内蒙民俗，除了为观众带来开

拓的视野，也令人由衷产生被“净化”的

感受，敬重火、不给牛打鼻环是对自然

和生命的尊重，对老人、母亲的敬重则

蕴藏了最朴素的道德与情感，有网友就

表示：“我们不是那段回忆的创造者，但

我们要做它的传承人。”

影片上映后，在众多观众饱含深

情的评价中，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真

实评论令人颇感温暖：“身为内蒙人感

到骄傲，三千多名儿童都是我们内蒙

古的孩子。”“作为一个蒙古族人民看

完觉得后劲很大，是真的民族大爱。”

当真实的事件遇上用心用情的主创，

这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感动变得历久

弥新。在主创的巧思设计下，电影中

诸多场景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观

众称：“妹妹送花给哥哥这一幕好有

爱，心都要化了。”“好多可爱的动物，

尤其是杜思珩的专属玩伴小羊羔。”网

友们在观影后用一幅幅画作定格这些

瞬间，温暖的情感从银幕流向笔尖，留

在观众们的心田。 （杜思梦）

本报讯 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中央新影集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省广播电

视局、临沧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九届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近日在临沧举办。

本届亚微节以“融入一带一路、开

放合作共赢”和“亚洲风、中国梦、临

沧情”为主题，以“全国有品牌、亚洲有

影响、世界有声音、社会有赞誉、经济

有回报”为主旨。著名歌唱家常思思

受邀参加，她身着白色礼服，饱含深情

演唱了《春天的芭蕾》。“看那天空雪花

飘散，这一刻我们的心紧紧依偎，即将

绽放盛开的各色花蕊，春天万物苏醒

时刻那迷人的自然景观，还有青春动

人靓丽的容颜……”常思思用极为高

亢起伏、变化莫测的音调将其表现得

磅礴气势，欢快愉悦，震撼全场。著名

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被誉为“花腔精

灵”，代表作有《春天的芭蕾》、《玛依拉

变奏曲》、《秋水长天》、《炫境》等。

（支乡）

本报讯 近日，网络电影《勇士

连》全网上线，上线首日播放量已

超百万，并进入优酷、爱奇艺等一

线平台电影热播榜第一名，引起

无数观众对经典历史传奇战役的

回忆和致敬。烈火灼灼，不改无

畏初心，毅毅对峙，再现英雄本

色。

《勇士连》由王挺、范雷等实

力演员出演，取材工农红军长征

中的重要战役——飞夺泸定桥，

讲述了红四团昼夜奔袭 240 里，在

枪林弹雨之下 22 名突击队员踩着

13 条锁链成功夺下泸定桥的故

事，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无

畏的精神。该项目曾先后入选国

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

作传播工程、迎接党的二十大精

品网络视听节目推荐作品。

网络电影《勇士连》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山东省

广播电视局指导，中国中共党史

学会党史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监

制，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泸定县

委县政府联合摄制，潍坊新片场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优酷电影有

限公司、麦奇影视文化发展（苏

州）有限公司、陕西西影数码传媒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北京新

片场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广东海

上云天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乐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中南红

（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新片场影业独家宣发。 （支乡）

《保你平安》定档12月31日

网友手绘《海的尽头是草原》致敬民族大爱

阿凡达中国庆典盛大开启

4K高帧率重制CINITY版《阿凡达》呈现
崭新的视效盛宴

青年歌唱家常思思“国际范”现身
第九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网络电影《勇士连》登顶热播榜

本报讯 跨越 1400 公里陆

空 接 力 ，挑 战 8 小 时 生 命 奇

迹。陈国辉导演，李冰冰、冯

绍峰领衔主演，黄晓明友情出

演的电影《平凡英雄》即将在

9 月 30 日震撼上映，这也是今

年国庆档唯一一部聚焦普通

人的英雄大片，每一个生命都

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平凡英雄》改编自“救助

救 治 新 疆 断 臂 男 孩 ”真 实 事

迹，男孩小麦在玩耍时不慎将

手伸进了拖拉机的皮带轮中，

胳膊被绞断，生命危在旦夕。

只 有 在 8 小 时 内 把 他 送 往

1400 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并完

成手术，小麦才能保住胳膊。

影片中最大的看点在于大多

数角色都有真实原型，以及这

些真实的参与者如何环环相

扣地完成这一出与时间赛跑

的生命接力，他们把无数不可

能化为可能，这也是吸引导演

陈国辉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之一。明明他们都只是普通

人，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伸出援

手为小麦争取生机，到底是什

么原因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

择呢？为了探索答案，陈国辉

导演前往新疆居住了五个月，

他和影片的原型人物深入交

流，结合当地的文化氛围修改

剧本，了解这群平凡英雄们的

现实生活，他认为只有融入细

节才能更加展现他们的伟大，

这部电影不应该只讲述当天

的故事，普通人之间的细腻大

爱尤其值得展现给大众。他

清楚记得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时的震撼和感动，认为自己有

一种使命感必须把这群争分

夺秒急速救援创造生命奇迹

的普通人记录下来。

《平凡英雄》是导演陈国

辉继《烈火英雄》后又一部取

材自真实事迹的作品，《烈火

英雄》在 2019 年上映时感动并

吸引了一大波观众对“最美逆

行者”消防员的关注。这次陈

国辉导演持续深耕挖掘中国

故事，把视角转向平凡大众，

记录并展现故事普通人背后

动人的真情实感，他坚信只有

真实、真挚和真诚才能展现这

群平凡英雄的不平凡。《平凡

英雄》的主演李冰冰表示，陈

国辉导演是一个真挚、专注和

善良的人，他不限制演员的创

作空间，也很愿意和演员做表

演 上 的 探 讨 ，并 能 给 予 新 想

法。主演冯绍峰也感叹于陈

国辉导演是一个对感情抓得

非常细腻的导演，他会一直观

察演员，按照每一个演员的不

同特点，去抓取演员最好的瞬

间。陈国辉希望《平凡英雄》

可以将平凡大众在极限的时

间里、极限的条件下完成的极

限的生命接力，毫无保留地展

现在观众面前，给大家带来震

撼与感动。

电影《平凡英雄》是国庆

档唯一聚焦普通人的英雄大

片，救援场景惊心动魄，救援

节奏牵动人心，救援情感真挚

恳切，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天山电影制片厂领衔

出品，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

公 司 、中 国 电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

公司、北京通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出品，天广联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天仑影业有限

公司、新疆博纳润泽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广东博纳影业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9 月

30 日震撼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