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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动作影片《007:无暇赴

死》近日于伦敦举行全球首映礼，

“007”丹尼尔·克雷格、“邦女郎”蕾

雅·赛杜、安娜·德·阿玛斯等主创皆

盛装出席，星光熠熠。随着首映礼的

举行，本片的媒体口碑也一并解禁，

各大权威媒体纷纷给出好评，烂番茄

以100%评分开局，斩获丹尼尔·克雷

格版邦德系列的最佳成绩。

007系列电影的首映礼一向都是

群星荟萃，而“丹尼尔·克雷格谢幕之

作”的标签更令《007：无暇赴死》全球

首映礼的现场空前盛大。丹尼尔·克

雷格一席粉色西装亮相，彰显独特硬

汉魅力；蕾雅·赛杜驾驭晶光白裙，散

发极致高雅格调；安娜·德·阿玛斯以

黑色长裙登场，美艳动人；导演凯瑞·
福永简洁西服示人。除了本片的主

创成员，许多业内知名人士也现身支

持，“海王”杰森·莫玛、华裔影星杨紫

琼均到场助力。不仅如此，本次首映

礼更是吸引到了英国皇室的加盟，查

尔斯王子、剑桥公爵夫妇威廉王子和

凯特王妃、康沃尔公爵夫人悉数出

席，仪式感十足，“007”的地位及影响

力可见一斑。

全球首映礼盛大开幕后，《007：无
暇赴死》媒体口碑也随之释出，在权威

口碑网站烂番茄与MetaCritic上分别

以 100%评分和 84评分开局，均为丹

尼尔·克雷格版邦德系列的最佳成

绩。多家权威媒体就影片的故事和动

作大场面给出好评，并盛赞丹尼尔·克

雷格的表演，知名媒体TheWrap称“丹

尼尔·克雷格奉献了最复杂也是最具

层次的邦德表现”。主流杂志《帝国》

评价本片是一部“在方方面面都达到

要求的邦德电影，对于这位努力为传

奇英雄注入人性的 007而言，这是克

雷格时代的完美落幕”。

影片将于10月29日在中国内地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周冬雨、刘昊然领衔主

演的《平原上的火焰》于当地时间9月

21日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

举行了全球首映。凭借强烈的故事

性和演员的精彩表演，张骥导演的这

部处女作引发广泛好评。

影片上映后第一时间，电影节场

刊的《银幕》杂志发表长文，对影片的

完整性给予高度评价：就处女作而

言，张骥证明了自己在技术上的能

力，是一位让人兴奋的导演天才。文

章对两位主演的表演也不吝夸赞，

“不容辩驳的，周冬雨和刘昊然在一

起拥有强烈的化学反应，同时也各自

呈现了超强的银幕表现”。两人的表

演让整个故事不由自主地朝他们的

爱情方向倾斜。

电影节结束后，另一份权威杂志

《综艺》也发表了严肃影评，标题直接

是“冉冉上升的才华点燃了银幕”。

在这篇评论中，作者称赞《平原上的

火焰》是一部内容丰满、线索复杂的

犯罪片，热烈浪漫的爱情则穿插其

中。“对于处女作来说，这部电影的完

成度已经很高了，它将精湛的技巧与

电影叙事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对

于导演张骥，我们相信这部来势汹

汹、充满自信的处女作的创作者身上

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兼具商业性和

艺术性的高级类型片并不容易拍摄，

而导演在处女作中就达成了这一目

标，电影中的每个元素都精准地击中

了观众。” （影子）

本报讯 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战

争电影《长津湖》在全国上映后票房

已突破 43 亿元。《长津湖》全片由

IMAX 特制拍摄，因此 IMAX 版本全

程多呈现 26%的专属画面内容。在

日前 IMAX举办的观影活动中，观众

沉浸式体验了震撼身心的冰雪战

场，感受革命先烈的浩然光辉与英

雄精神。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

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

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71年前，中

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极寒严酷

环境下，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

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一路追击，奋

勇杀敌，扭转了战场态势，打出了军

威国威。影片由黄建新担任总监制，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共同担任监制

及导演，陈红、施南生、梁凤英担任制

片人，张和平任艺术总监，王树增任

历史顾问，兰晓龙任编剧，吴京、易烊

千玺领衔主演，段奕宏特别出演，朱

亚文、李晨、韩东君主演，胡军特邀主

演，张涵予友情出演。

《长津湖》自启动以来就被诸多

媒体和观众视为必须走进电影院体

验的硬核大片。影片不惜工本、匠心

雕琢，逼真再现长津湖战役的全貌，

从炮火纷飞的广阔战场到惊心动魄

的英勇战斗无不震撼传神，经得起大

银幕的放大考验。而在视听体验之

外，志愿军战士为国为民殒身不恤的

昂扬斗志和奋战到底的顽强精神更

是值得每一位观众走进 IMAX影院，

“亲临”现场沉浸式感受。

据悉，对于《长津湖》这样特效大

片，IMAX 不仅能充分释放其视听效

果，而且助力观众更容易地走进电影

的世界，深度感动共鸣。在 IMAX影

院放映时，《长津湖》全片内容将上下

延展铺满 IMAX大银幕，全程为观众

呈现多 26%的更完整画面。与此同

时，IMAX的超大银幕、高清画质和震

撼音响相辅相成，在呈现惊艳音画品

质的同时更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

氛围，不仅将那些精准还原历史的海

量细节将一览无余，还对战斗之壮怀

激烈、民族英雄之可亲可敬有更加真

切的感受，收获直击心灵深处的情感

体验和奋斗力量。

（林琳）

本报讯 由李骏执导，朱一龙、黄

志忠、陈数、焦俊艳领衔主演的灾难

电影《峰爆》，于国庆期间持续热映，

目前累计票房已近4.3亿。高燃的中

国式救援，亲情爱情家国情多重情感

的交织，都持续引发热议，助力影片

口碑持续走高，“国庆期间观看感触

更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现在

过隧道坐高铁的时候，都会想到铁道

兵和基建人。”“大国小家情怀相交

织，感人至深。”10 月 8 日，影片发布

了未公映版大结局片段，片中主要人

物悉数登场，抚慰了观众心中的“意

难平”。

众人拜祭老洪致敬英雄

锦绣山河见证先辈付出

《峰爆》聚焦于由全球地质变动

引发的地震、泥石流等一系列地质

灾害，云江县城十六万人的生命亟

待救援。危急时刻，以小洪和老洪

父子俩为代表的基建人以及消防

员、飞行员等平凡英雄挺身而出，

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竞速的生死救

援。影片中专业高效的中国式救

援、铁道兵和基建人的牺牲奉献精

神，都深深打动着观众，而十六万

人的生命安全与修建了十年的隧道

能否保全，也牵动着万千网友的

心。

在近日发布的未公映结局片段

里，洪翼舟（朱一龙 饰）、丁雅珺（陈

数 饰）、卢小靳（焦俊艳 饰），以及

当初溶洞中被老洪救助过的楚钟

（王戈 饰）、李晓剑（卢思宇 饰）、林

好运（白客 饰）、徐一苗（乔欣 饰）

都来到洪赟兵（黄志忠 饰）的墓前

拜祭。悠扬的口琴声中，众人追忆

亲人、缅怀英雄。青山绿水间，县

城已恢复往日的烟火寻常，基建人

用十年心血筑成的隧道也顺利通

车，当初老洪送给小靳的水仙已经

开花，小靳腹中也孕育着新的生

命……故事看似落幕，实则是另一

个新的开始。水仙寄托思念，生命

象征希望，对亲人的思念不会停

止，先辈的精神也不会被忘记，英

雄不死，青山犹在。

平凡英雄牺牲奉献有泪点

大国小家情怀交织有温度

《峰爆》的故事始于一场突如其

来的地质灾害，重点刻画了一群挺

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展现了一幅灾

难救援群像。无论是为保县城决定

炸掉隧道的基建工作者，还是全力

执行救援任务的消防员和飞行员；

无论是明知有去无回却毅然攀爬险

峰的小洪，亦或是舍生忘死不惜以

自己为脚点的老洪……他们身上都

展露出了一种“甘于奉献、不怕牺

牲”的精神。网友纷纷评论“感谢

影片拍出了如此真实的中国式救

援。”“感受到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

坚韧和顽强。”“千千万万平凡建设

者的奉献，才有了我们如今便利的

生活。”“老洪的牺牲让我想到有相

同经历的长辈，忍不住哭了。”“为

牺牲的平凡英雄而哭，为人民安全

得以保全而笑。”

影片在讲述惊险的灾难救援的

同时，也不忘记对人物情感的揣摩

和展现。小洪和老洪从误会到和解

再到并肩作战的父子情，小洪小靳

直面生死考验依旧不离不弃的爱

情，丁雅珺和工友们日夜奋战、共

同救援的战友情，这些不仅让各个

角色愈加丰满，也在诉说国家大义

之余，赋予了影片更加细腻的情感

内涵。“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国家有

信仰、人民有力量。”“情感与精神，

皆是细微之处最动人。”“触动人心

的地方好多，哭到鼻塞。”“既有国

家大义又有小家情感，兼具爽度与

温度。”

（木夕）

上海杰燕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由曾出演过中影集团参与投资的

影片《帝王道》、中央电视台出品的

电视剧《赵丹》、中央台参与投资的

电视剧《做人》等影视作品的演员陈

海燕创立。

上海杰燕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致力于将优秀的、经典的影视艺

术家与影视艺术作品，通过杰燕的

平台与业内专家、学者、观众朋友互

动交流。2013 年，时任中影集团董

事长韩三平，就以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的名义，为杰燕发来贺信祝贺。

2021 年 9 月 17 日，在杰燕主办的《玖

玖玫瑰 灿耀中华》——“人民艺术

家”秦怡艺术影片展上，又收到来自

中央电视台原总制片人，央视剧《赵

丹》总制片人李清水的贺信祝贺，收

到央视剧《赵丹》总导演翟俊杰的贺

信祝贺。

图 为《 玖 玖 玫 瑰 灿 耀 中

华》——“人民艺术家”秦怡艺术影

片展仪式出席嘉宾。照片从右至

左：影视演员陈海燕、导演石晓华、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李亦中、

上影集团创作策划部主任郑向虹。

本报讯 10 月 8 日，由文牧野执

导，宁浩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

电影《奇迹》正式杀青，横跨夏秋两

季艰辛拍摄，终于将与观众见面。

作为文牧野导演时隔三年的第二部

长片作品，《奇迹》重聚了“药神班

底”，除了监制宁浩，编剧钟伟，摄

影指导王博学，美术造型指导李

淼，音乐指导黄超等主创悉数回

归；而剧本由周楚岑、修梦迪、文牧

野、韩晓邯、钟伟共同打磨。延续

《我不是药神》浓烈的现实主义，

《奇迹》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南方深

圳热土，逆转人生的拼搏传奇。相

比《我不是药神》切入民生的社会

价值，《奇迹》将更关注平凡人生中

的内心驱动。

伴随此次杀青，领衔主演易烊

千玺接地气的“打工人”造型也正

式释出，一身朴素的打工青年，忙

碌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为

近年备受瞩目的演技派新人代表，

易烊千玺连续以坚韧普世的少年形

象，完成了一次次真挚动人的银幕

表演，《我不是药神》中徐峥领衔的

“药神小队”亦是观众心中不可磨

灭的群像表演。在文牧野导演的角

色万花筒下，易烊千玺又会转变出

哪些新鲜特质？《奇迹》又将上演怎

样的群像故事？对于演员的选择，

文牧野有自己的理解：“我在选演

员的时候，无法把每一个具体的标

准单列出来，我会考虑这个角色他

像不像，跟当初构想角色时是否一

致？对于这个角色的人物塑造，能

否完成？是否会给我惊喜？演员是

一个整体框架，他们彼此之间是一

个互相搭配的阵形，除了个人，还

得充分考虑演员之间的配合是不是

好。”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奇迹》官

宣杀青同步发布一组“平凡好景”

主题的空镜剧照，一改角色先行的

方式，率先向观众传递出故事发生

背景的强烈气质。繁华宏伟的高楼

大厦、红瓦灰墙的街头巷尾、狭小

温馨的手机修理店……每一处风

景，似乎都暗含着平凡人拼搏努力

的痕迹，他们如此热烈热情地生

活。电影动人之处在于细微功力，

《奇迹》首轮释出场景空镜剧照，可

见对品质基调的信心。

《奇迹》由坏猴子影业、梦将军

影业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1 日，根据真实事

件改编，重现中国救援奇迹的电影

《中国救援·绝境36天》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首映。导演王良，主演牟凤彬、

巩汉林、叶常清等主创与影片原型人

物“齐鲁最美安全卫士”刘金辉共同

亮相首映礼。

《中国救援·绝境 36 天》透过灾

难，刻画出一众和平时代的逆行英

雄，真实还原了矿难发生后惊心动魄

的救援过程，展现了矿山救护队历经

36天锲而不舍，将身处地下 200米深

的矿工成功救出的感人故事。

影片将镜头聚焦矿山救护队

伍。矿山救护队是个具有双重身份

的特殊群体，平日里，他们是勤勤恳

恳的矿工；矿难发生时，他们化身不

惧艰险的逆行者。饰演救护队长的

演员牟凤彬介绍，拍摄现场艰苦与危

险并存，演员都下到了 200多米深的

真实矿井下拍摄，“我们大概下到井

下 240米深，很多场景都是还原的当

时的场景。我们救援的空间很小，要

在现场钻来钻去。有时井下一待就

是十多个小时，非常闷，全身都是

汗”。片中饰演总指挥的巩汉林透

露，拍摄现场地面气温降到了零下六

七度，拍摄矿井涌水的戏，演员们在

冰水里一泡就是一天。大家的敬业

精神令他感动，他希望这部诚意之作

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

当天，影片原型矿山救护队队

长刘金辉也来到现场，谈及当年的

情况危急，他主动请缨下井。刘金

辉说，“矿难发生时，井下危机重

重、险情不明，我年龄最大，救援经

验也最丰富，我下去了，对队员们

来说就是稳心丸，救援成功的可能

性就更高。队员们都是 80 后、90
后，是我的下属，更是我的孩子！

越是危险，我越要带头！”

据介绍，刘金辉所在的救护队自

1955 年建队以来，先后参与 1700 余

次生死不弃的救援，挽回经济损失数

亿元，使无数矿工重燃生命希望。

《中国救援·绝境36天》由中共山

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指

导，山东省电影家协会、济南市文化

和旅游局、济南广播电视台、济南市

应急管理局、济南市莱芜区委宣传

部、济南市历下区文化和旅游局、济

南市莱芜区文化和旅游局、济南钢城

矿业有限公司、山东济钢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中国青年

报（含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山

东橙果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雍禾

影业（北京）有限公司、深圳润橡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

《峰爆》发布未公映结局片断

文牧野导演新作《奇迹》杀青

《中国救援·绝境36天》首映

危情时刻见证中国救援力量

《长津湖》IMAX特制拍摄全片多26%专属画面内容

《平原上的火焰》西班牙首映引发好莱坞关注

《007：无暇赴死》全球首映礼举行

《兰心大剧院》

于堇为了出演旧爱谭呐执导的

话剧回到上海，却因此引发了各方势

力对她动向密切关注的故事。

上映日期：10月15日

类型：剧情

导演：娄烨

编剧：马英力

主演：巩俐/赵又廷/小田切让/帕
斯卡尔·格雷戈里

出品方：千易时代/依英影视/佰
安影业/天意影视

发行方：聚合影联

《图兰朵：魔咒缘起》

骄傲的帝王为解救被魔咒附身

的女儿图兰朵，遍寻天下能人破局。

自小流浪到汗国的孤儿卡拉夫与公

主相遇并互相倾慕。因同情图兰朵

的痛苦境遇，卡拉夫不惜以性命为代

价解救心上人，然而却不知那魔咒与

自己神秘的身世密切相关。此时的

帝国王室因为魔咒掀起一场腥风血

雨，嗜杀的将军欲凭借三色镯的力量

谋权，君臣倾轧一触即发。

上映日期：10月15日

类型：爱情/战争/奇幻

导演：郑晓龙

编剧：王小平

主演：关晓彤/迪伦·斯普罗斯/姜
文/胡军

出品方：乐视花儿影视/中传嘉畅

发行方：淘票票

《红尖尖》

火龙幼年失去双亲、与奶奶水仙

阿嬷相依为命、艰难求生，幸而获政

府资助得以完成学业、并最终反哺故

乡的故事。

上映日期：10月14日

类型：剧情

导演：曾晓欣/李思思

编剧：疏疏

主演：吴彦姝/卢思宇

出品方：五洲影视/华邦影业/华
览影视/好讯文化

发行方：中影数字/五洲影视

《天牢地网》

明朝中期，天牢之中，每逢月圆

之夜便有婴儿啼哭之声，伴随着尖利

刺耳的哭声，一名身着红衣的女子便

会出现在死牢，手持灯笼为自己鸣

冤。新任指挥使受命调查此事，没成

想更多的人离奇死亡，自己和家人也

身陷囹圄。

上映日期：10月15日

类型：惊悚/悬疑

导演：天天

主演：易扬/于雷/彭天颖

出品方：西北狼影视/坤炎文化/
盛世天下/颖成影业/达达文化/天天

天天文化

发行方：辣条屋

《深宅迷案》

民国初年，宋家酒庄晚上连出诡

事，探长小庆和胖虎上门一看究竟；

结果酒庄老爷、大少奶奶和少爷连续

被害，并且凶器都是唐门密刃。两位

探长冲破重重迷雾，最终侦破案件，

抓住凶手。

上映日期：10月15日

类型：惊悚/悬疑

导演：周军

编剧：一春/杨玉川/端木令曦

主演：张继南/王姿霖/隋存毅/明俊臣

出品方：识君影视/君露影业/大
觉文化/恒河文化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 新片

《玖玖玫瑰 灿耀中华》
——“人民艺术家”秦怡艺术影片展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