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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思梦 姬政鹏）6
月 16日，电影《攀登者》在上影节期间

举办“登峰时刻”发布会，首度曝光“点

将”版预告片与“屹立”版海报，“三帝

一后”阵容同台亮相。

恰逢上影成立 70周年，活动现场

通过一段“上影70年经典瞬间”混剪视

频，回顾了上影 70年来众多脍炙人口

的经典作品。发布会上，主创们分享

拍摄趣事，现场还邀请到曾参加 1975
年登珠峰行动的桑珠、夏伯渝回顾登

峰经历，戏里戏外两代“攀登者”同框

齐聚组成最强“攀登者联盟”。监制徐

克透露，《攀登者》将通过中国文化和

精神的传承，着重体现东方色彩与中

国精神。

影片出品人任仲伦，监制徐克，编

剧兼导演李仁港，编剧阿来，领衔主演

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何

琳、陈龙、刘小锋、曲尼次仁、拉旺罗

布，以及攀登英雄桑珠、夏伯渝组成最

强“攀登者联盟”出席。

《攀登者》首发“点将”版预告

发布会上首度曝光了“点将”版预

告片，众演员以“报到”的方式一一登

场亮相，珠峰雪山极险、极寒、极美的

自然环境也在预告片中展露一角，这

也是国产商业片中第一次真实还原珠

峰原貌。

现场，徐克从电影市场的行业角

度表示，《攀登者》的出现是国产商业

类型片的一种全新尝试，并表示，电影

《攀登者》将通过中国文化和精神的传

承，着重体现影片中的东方色彩与中

国精神。

针对预告片中演员服化道以及场

景写实、考究的风格，李仁港介绍，为

拍影片遍访攀登者，包括 60年代的登

山前辈与校队老师，以及现代的登山

队长和专业队员等，目的就是力求拍

出真实感。

对于此次参与创作《攀登者》这部

作品，编剧阿来坦言：“登峰是用身体

去感触自然界的伟大，感触自己人格

与意志的升华。有了这样的过程，登

高才是有意义的。”

影片出品人任仲伦表示：“今天电

影《攀登者》发布会的所在地，也是上

影厂的所在地。70年前上影厂在这里

宣告成立，办公群中的电影博物馆记

载了上海电影和上影集团的根与源。

就像‘上影70年经典瞬间’开场视频中

所展示的，上影70年生产了近2000部

电影，我们最根本、最坚定的想法就是

努力拍好片。电影《攀登者》也将成为

一部再次展现中国艺术家东方美学的

电影作品。”

吴京带伤体验攀登生活

成龙角色身份保密

电影《攀登者》汇集了中国一众实力

派演员。谈起此次在片中饰演的角色，

吴京表示，为演好两届登山队队长方五

洲，开拍前特意去青海的岗什卡雪山体

验攀登生活，“虽然腿伤让我没能登顶，

但是我切实体会到了什么是雪域高原。”

章子怡称，自己饰演的徐缨作为

气象学家在片中主要为大部队的出行

保驾护航。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的拍摄，一度紧张

到无法呼吸的张译透露，自己是靠吴京分

享的“小秘密”才学会慢慢解压：“我饰演

的曲松林在60年代与方五洲是队友，如

今戏外，我们俩也是真正的‘战友’。”

胡歌饰演的是登山队员杨光是队

伍中的开心果。对于此次拍摄《攀登

者》胡歌笑言：“其实戏中我饰演的杨

光和吴京是师徒的关系，戏外我还是

他的粉丝。”

曲尼次仁透露：“黑牡丹作为藏族

的女登山队员，也是 1975年中国登山

队中唯一登顶珠峰的女性，有着藏族

女孩独有的魅力。”

同样饰演藏族登山队员的拉旺罗

布也表示：“我饰演的是 1960 年与

1975年两次登顶的杰布，勇敢坚毅、是

个非常敢于挑战自我的人。”

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未到场演员

王景春、多布杰、成龙三人的角色剧

照。李仁港透露：“王景春饰演的赵坤

是 1975年登山队的政委，同时也是登

顶行动前线总指挥，多布杰饰演的是

珠峰上的一位神秘喇嘛，而成龙饰演

的角色也是登山队中的一员，但具体

身份暂时保密。”

两代“攀登者”同台齐聚薪火相传

当天现场还邀请到1975年攀登珠

峰的桑珠、夏伯渝，他们透露了当年中

国登山队需要登上珠峰的背景原因。

桑珠坦言：“1960年中国登山前辈

登顶珠峰的事迹与精神，给了我们

1975年再次登顶珠峰的决心和动力，完

成了中国人自己勘测珠峰高度的任

务。”夏伯渝表示：“作为1975年登珠峰

的登山队员之一，很遗憾我没能登顶并

失去双腿，但我那颗登顶的心与攀登精

神一直没有熄灭，不断为登顶珠峰做训

练，终于在2018年成功登上顶峰。”

演员们现场向两位前辈表达了对中

国登山英雄们的敬意，并坦言攀登精神

传承至今，一直激励着影片的所有主创。

电影《攀登者》由上影集团出品，

上影股份发行，9 月 30 日国庆档全国

公映。

本报讯 秦海璐导演处女作、本届

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参展影片《拂

乡心》近日举行首场放映及新闻发布

会，96岁“影帝”常枫现场表示，这是自

己的封箱之作。

《拂乡心》是秦海璐继编剧、主演《到

阜阳六百里》后，打造的“归乡三部曲”之

第二部。影片以“回家”为主题，将焦点放

在时代变迁下的个人命运波澜，情系异乡

异客的归根乡愁。此番秦海璐首执导筒，

特别邀请到96岁高龄曾获金马奖终身成

就奖的“老影帝”常枫主演。常枫透露，决

定出演《拂乡心》前，自己已经20多年不

接戏，看了秦海璐递来的剧本，非常喜欢

“蒋生”的角色，“考虑再三，在无可奈何的

情形之下，勉强就接受了。这是秦海璐导

演的处女作，也是我的封箱之作。”常枫

说。

不仅常枫为影片“重出江湖”，85岁

的“老戏骨”雷恪生透露，自己也为影片

“破了例”，“我现在演影视剧顶多给一

天档期，但为拍《拂乡心》，我去了台湾

五天。”

当日，《拂乡心》在上影节举行首场

放映，放映过程中，影厅内不时传来啜

泣声，放映结束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

烈掌声。看了全片后，雷恪生夸赞影片

的同时表示，略有遗憾，“我的戏份有点

儿少呀”，不过雷恪生还是极力推荐，希

望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电影《拂乡心》由秦海璐执导并联

合杨晓丽编剧，常枫、葛蕾、雷恪生、梁

丹妮、桑茗胜主演，9 月 12 日中秋档全

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出品的电影

《中国机长》近日曝光一组中国风海

报，海报中，川航 3U8633 航班在壁画、

水墨、刺绣、青花瓷之间穿梭飞行。

这组海报以中国元素，传递出了影片

所展现的中国精神。

此次发布的四张中国风海报，将

中国元素与《中国机长》的精神内核

衔接：穿过刺绣针眼的“飞针走线”，

意在展现英雄机长精湛的专业技能；

熊猫抱着竹子，寓意“胸有成竹”，体

现英雄机组成员面对突发事件的沉

着冷静；敦煌飞天寓意“出神入化”，

赞扬机组成员严谨的工作作风；而青

花瓷上的“化险为夷”，体现出的正是

中国民航人把乘客的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的责任意识。片方表示，《中

国机长》要向全世界介绍的，除了来

自中国的英雄机长，还有深深植根于

中国人血脉之中的中国精神。

”中国风”海报一问世就引来八

方点赞，网友对此赞不绝口：“太中国

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机长》！”导演

刘伟强表示，电影很惊心动魄，而海

报则是“以柔克刚”，“就像英雄机组

一样，面对危机时冷静，然后全力化

解危机。这就是中国英雄展现出来

的精神，也是我最想要拍给观众们看

的。”

《中国机长》根据 2018 年 5 月 14
日四川航空 8633 航班机组成功处置

特情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新时代

中国英雄的故事。影片由刘伟强执

导、李锦文监制，张涵予、欧豪、杜

江、袁泉、张天爱、李沁领衔主演，雅

玫、杨祺如、高戈主演，9 月 30 日全

国公映。

（杜思梦）

《攀登者》首曝“点将”版预告
最强“攀登者联盟”峰顶集结

秦海璐导演处女作《拂乡心》首场放映看哭观众
96岁常枫献“影帝级”表演

《中国机长》中国风海报传递“中国精神”

《拂乡心》剧组与观众见面

《攀登者》编剧阿来、监制徐克、导演李仁港亮相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莉丽 姬政鹏）上

海影视乐园因《情深深雨蒙蒙》、《新上

海滩》等民国题材而闻名，东阳横店影

视基地是《甄嬛传》、《延禧攻略》等古

装大戏的拍摄基地，《赵氏孤儿》帮象

山影视城打响了知名度……据统计，

长三角地区现有影视基地30多个。

为积极响应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地区影视拍

摄服务的协同合作与联动发展，由长

三角地区主要影视拍摄基地倡议，长

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启动仪式 6月

16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

业行业协会秘书长、上海市影视摄制服

务机构负责人于志庆代表长三角影视

拍摄基地发起四大倡议：共同建立健全

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形成长三角

影视拍摄咨询协调服务一体化联动机

制；共同编制《长三角地区影视拍摄指

南》，介绍长三角地区影视拍摄政策、资

源和相关服务；共同参与上海国际影视

节和长三角文博会等重要影视展会，宣

传长三角影视发展政策及产业和影视

拍摄服务环境；共同建立长三角影视拍

摄数据库，为在长三角地区取景拍摄的

影视剧组排忧解难、提供后续咨询协调

跟踪服务奠定基础。

于志庆介绍，长三角地区拥有丰

富的影视拍摄基地资源，加之上海市

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给剧组提供的免费

咨询协调服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标

准化体系，可以在长三角共享“上海服

务”的精髓，形成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

紧密合作和一体化联动的新格局，实

质性推动长三角地区影视产业的共同

繁荣发展。

长三角影视基地协同联动

1987年，中央电视台影视基地在

无锡落成，这个我国最早规划建设的影

视城随之点燃了行业的“星星之火”。

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仅长三角地区就涌

现了上海、无锡、吴江、横店、象山、南北

湖等30多个影视基地。比如上海影视

乐园（又名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东阳横

店影视基地、象山影视城等。

如今，为了积极响应长三角地区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地

区影视拍摄服务的协同合作与联动发

展，由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牵头，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影视拍摄基地

倡议建立“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

机制，形成紧密合作关系。

据悉，参与倡议的影视基地包括

上海影视乐园、上海胜强影视基地、江

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浙江象

山影视城、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基地、安

徽滁州长城梦世界影视城等长三角具

有较强影响力的基地。

上海服务品牌输出

徐峥执导的《港囧》当年在上海居

民家取景时，邻居以扰民为由坚决拒

绝剧组进入。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

行业协会秘书长、上海市影视摄制服

务机构负责人于志庆陪着剧组工作人

员在居民楼下等了一天，拎去的水果

直接被扔了出来。最终，于志庆找到

街道办事处一起出面协调，帮剧组拿

到了拍摄许可。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的成立

改变了这种状况。成立近 5 年来，他

们为片方提供咨询类和协调类两大类

服务，涉及取景地、特殊拍摄、置景、车

辆、法务等各种剧组拍摄事项，几乎覆

盖剧组拍摄的全部需求。

只要剧组在拍摄时遇到问题，剧组

就可以通过服务机构沟通，由服务机构

来进一步协调、对接各方需求，并以完

全免费的方式提供中介服务。不但挖

掘了上海现有的拍摄资源，也极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于志庆也被笑称作上海

滩电影行业最忙碌的“老娘舅”。

在上海打造四大品牌的今天，“上

海服务”品牌的精细化、系统化，也得到

了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兄弟机构的一

致称赞。这个服务品牌终于辐射到了

长三角，也将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影视拍

摄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为长三角影视剧拍摄保驾护航

如今，这样的服务体系将渗透到

整个长三角地区。于志庆表示，此举

旨在响应“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的

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了长三角影视拍

摄协调一体化服务体系。

“我们未来将在取景地合作、服务

模式输出等方面与长三角的影视基地

展开合作。形成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

紧密合作和一体化联动的新格局，实

质性推动长三角地区影视产业的共同

繁荣发展。”

谈及协调长三角影视拍摄一体化

的好处，于志庆表示，剧组来上海拍摄

的成本其实很高，“一体化”后，剧组可

以延伸去其它省拍摄，并且有助于充

分发挥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的地理、

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为长三角观众提供高端影城服务

“拍电影时，拼尽全力想让影片质

量提升1%，但放映质量不过关，直接就

会让影片质量下降30%”，这是电影创作

者的心声，也是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启动

之后，6 月 17 日，长三角电影发展论

坛、高端影院放映技术趋势论坛在上

海举行，论坛由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

行业协会和长三角的各兄弟省市协会

共同发起。

上影股份总经理、上海市电影发

行放映行业协会会长陈果表示：“长三

角电影论坛将充分带动沪苏浙皖地区

在培训教育、技术交流、艺术放映、论

坛展会等相关电影领域的深度合作，

从而推进长三角电影一体化的更高质

量发展。”

在当日举行的首场论坛上，导演张

建亚、上海联和院线总经理沈玥、华夏

联合电影院线副总经理沈锐、上海电影

技术厂有限公司副厂长朱君以“高端影

院放映技术趋势”为话题展开讨论。

“除了内容，高端影院放映所带来

的沉浸感也是电影区别于其他娱乐形

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沈锐如是说。

在论坛上，各位嘉宾一致认为影

院硬件的完善和升级已经成为目前电

影放映端发展的核心，而影院技术的

高端化也将成为未来电影的发展

趋势。

论坛期间还进行了上海高端影院

技术研发培训基地揭幕仪式和一系列

签约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和增强

研发力量、建立和稳定行业标准、保证

和提升放映质量。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彭奇志在致辞中对长三角电影发展论

坛寄予厚望，“希望长三角地区的电影

机构行业协会能充分利用长三角电影

发展论坛这一平台，在电影创作、发

行、放映、人才培养、产业合作等方面

更加紧密地实现合作共赢，把各自优

势变成共同优势，一起为中国电影产

业发展贡献合力。”

联动助力长三角影视产业发展

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启动仪式举行

▶ 上海影视乐园

上海影视乐园一期1999年对外

开放，园区最初定位为电影拍摄基

地，为影视拍摄提供部分典型的老上

海街景和建筑，同时建有六个组合式

摄影棚。收藏、保管、租赁影视拍摄

所需服道、老式汽车、器材、枪械等，

为影视拍摄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

开园至今接待了《风月》《木乃

伊Ⅲ》《伯爵夫人》《建党伟业》《辛亥

革命》《大上海》《太平轮》《触不可

及》等320多部电影和940多部电视

剧，接待总游客量 1000 多万人次。

2018年上海影视乐园积极开拓虚拟

拍摄业务。

▶ 象山影视基地

2004 年建成，占地 1203 亩，总

投资 10 亿元。目前拥有 35 万平方

米的摄影棚，摄影棚数量居全国第

一，剧组已破 1200 家，稳居国内影

视基地拍摄剧组数量第二位。

象山影视基地兼具山、海、岛、

礁、林、湖和都市资源的全域外景

地，已逐步发展为远可拍秦汉、唐

宋，近可拍明清、民国、现代多类型

多场景多题材的影视基地。

目前象山多元化场景、服化道、

灯光器材、群众演员、置景、生活配

套等互相融合、互为支撑的影视产

业生态体系闭环已逐步形成。产业

区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80%，2018 年

营业收入达25.19亿元。

▶ 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每年拍摄剧组80余个，承接影

视项目制作超100部。参与制作的

《飞驰人生》《流浪地球》等作品为数

字电影制作树立了新高峰。由园区

出品、拍摄、制作的《冠军的心》《中

国机长》《上海堡垒》等也将于今年

上映。

从产业发展来看，无锡国家数

字电影产业园始终围绕“科技拍摄+

数字制作”这一核心定位，对标国际

先进水平，建设了15座高科技影棚

（有虚拟棚、水下摄影棚及1.2 万平

米超大影棚），搭建了影视云平台，

是国家重点制片基地，也是业内最

受欢迎的数字拍摄基地、数字影视

现代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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