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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纪录电影《人间

世》宣布重新定档 4 月 15 日春暖上

映，同时发布“向阳而生”版重新定

档预告。新预告聚焦两个抗癌家

庭的生活片段，展现了病魔与希

望、坚强与脆弱、陪伴与离别等瞬

间，在生命与爱的两弦上迸发出强

烈的共振。

据悉，电影《人间世》是同名电

视纪录剧集的大银幕版，影片汇聚

了总导演秦博、范士广等原班人马，

更通过陶涛和张琪两位监制、导演

的共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主题视

角和叙事结构。影片将带观众透视

医疗、生死、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间

百态，共赴一场充满爱与温暖的生

命体验。

“向阳而生”版重新定档预告将

患者的世界浓缩于片段，短短几个

瞬间，令观众窥见抗癌家庭的生活

侧影。面对求生时渴望，面对病魔

时的坚强，面对陪伴时的不舍，两个

家庭在生死间展露出复杂的情绪。

“坚强，是治愈世间的力量”，预告在

伤感中流露出积极与乐观，也代表

电影《人间世》想要传递的讯息——

爱与希望，可以抵挡生命的曲折。

《人间世》系列纪录剧集 2016 年

首播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

舆论热议，豆瓣评分达 9.7，并一路

斩获多项业内大奖，被誉为“国产良

心纪录剧集该有的样子”。时隔 6
年，《人间世》首次以电影形式登上

大银幕，对主创阵容、主题视角、叙

事结构等方面做了全面升级，同时

加入了大量未经面世的素材，以期

呈现一部有温度、有情感、有善意的

生命之歌，带观众感悟生命的底色

与美好。

影片曾于 2021 年末举办了“相

爱在人间”跨年观影场活动，吸引

了不少热情的影迷前来观影，并在

各大平台上留下走心评价，“绝境

中迸发希望，仿佛腐烂中又见花

开”，“这是一部带来感动又给人勇

气的电影”。目前，《人间世》已荣

获第十一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

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奖，并入围

2021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评

优单元，受到了资深评委和广大媒

体的广泛好评。

（李霆钧）

本报讯 纪录电影《珠峰队长》将于

5月 13日全国院线上映。这是中国首

部沉浸式体验攀登珠峰全程的电影，

真实记录了一支由普通人组成的民间

登山队，在专业高山向导、队长苏拉王

平的带领下，踏上憧憬已久的珠峰之

旅，朝世界之巅一步步靠近的攀登全

过程，以全新视角将珠峰的美景和攀

登的艰险展现在全球观众眼前。

《珠峰队长》的创作缘起于影片的

主要人物苏拉王平，他在一次次向更

高海拔雪山进发时渐渐意识到，语言、

文字与图片都难以还原真实的雪山攀

登过程，唯有影像能做到。《珠峰队长》

挑战人类已知无人机航拍的最高海

拔，在前所未有的“上帝视角”之下，珠

穆朗玛及其附近群峰的壮美和险绝一

览无余，视觉冲击力堪比超级大片。

而登山者亲自拍摄的镜头带来前所未

有的真实感和临场感，海拔 8000多米

的风声、粗喘的气息声、心跳声交织在

一起，令绝大部分“空降”珠峰攀登现

场的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影片此前进行的试映会上，超

过八成观众认为影片“很好、非常棒”，

超九成观众表示会将影片推荐给亲朋

好友，“震撼”是观众提及频率最高的

评价。“登顶时让人感动落泪”，“珠峰

太美了，看完电影有去旅游了一次的

感觉”，“像是跟着他们经历了登珠峰

全程，体验感特别强”。《珠峰队长》中

绝无仅有的珠峰景色，为观众带来“跟

着电影去旅行”的独特体验，是2022年

不容错过的沉浸式视觉大片。

《珠峰队长》的主角并非超级英

雄，而是 9位不甘平凡的普通人，包括

每天生活两点一线的白领、卖掉自家

小店的店主、背负沉重KPI的销售、在

成功与失败间挣扎的创业者……他们

怀揣着各自的故事与梦想一起出发，

从起初被外国队伍“看扁”的中国民间

登山队，经历40多天的艰难攀登，终于

成为2019年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团

队。片中的主角之一这样阐述这趟旅

途的意义，“我需要去追求生活以外的

一些东西，追求其他的梦想。”影片不

仅呈现了攀登珠峰过程的险象环生，

更是一部讲述普通人如何实现梦想的

热血之作。

纪录电影《珠峰队长》由四川省攀

山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峨眉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成都川藏登山运

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阿坝州川藏旅

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大象

点映全国发行。

（姬政鹏）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

影院技术是《“十四五”中国电影发

展规划》中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内

容。而创新的落脚点，是创新科技

企业发挥力量。身为电影放映行业

领域中的创新技术企业，中影光峰

不断响应国家号召，通过产品、技

术及更多维度的创新，为行业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日前，中影光峰凭借技术创新

能力、行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获得了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认

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奖项。

万里挑一的

“专精特新”小巨人

“专精特新小巨人”主要指代那

些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等中高端产业领域

且尚处发展早期的小型企业，它们

始终坚持专业化发展战略，普遍具

有经营业绩良好、有科技含量高、设

备工艺先进、管理体系完善、市场竞

争力强等特点。企业专注于细分市

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在各自

产品领域逐渐形成优势和规模。如

今在全国已形成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4 万余家，而其中的小巨人企

业仅为 4762 家，堪称万里挑一。足

以见得获得该奖项的难度和含金量

之高。

技术、产品、服务缺一不可

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

满足“在细分行业内技术实力强、产

品质量好、服务水平优、市场份额高、

品牌影响大、发展前景广”几点要求

的中小企业才能获得认证。这意味

着，技术过硬是入选的首要标准。

在影院行业，放映技术的核心技

术一直以来由国外品牌垄断。而诞生

在中影光峰的ALPD®激光放映解决方

案，则是不折不扣的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放映科技。不仅如此，其在

技术指标上具有多项领先行业的特

征，如高亮度、高画质、无散斑、低功耗

等等。正是凭借自主研发和技术领先

性打破了外资品牌的市场垄断地位，

中影光峰也为中国电影原创技术抢占

制高点、重掌话语权，贡献作为电影人

及中国原创先进技术的力量。

帮助行业经济减负

助力国家节能减排

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的行业影响

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价值也是本次评

选考察的重点方向。自 2016 年至今

的短短 6 年间，中影光峰 ALPD®激光

放映解决方案已在国内超过 2.6万个

影厅使用，市占率超三成。而这一成

果与中影光峰在商务模式上的创新

分不开。2016年，在充分结合国内影

院用户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中影光

峰创造性地推出了分时租赁的商务

模式，影院可以按小时付费，而放映

设备的技术维护均由中影光峰承

担。这一模式大大降低了影院的设

备和运营成本，成为许多中小影院轻

装上阵，渡过经营难关的“方舟”。

不仅如此，在经济效益和环保效

益方面，中影光峰也为行业树立了典

范。放映设备在升级之后可以更加

省电。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ALPD®

激光放映解决方案的运行总时长约

为 1.95 亿小时，共计节省耗电量约

3.51 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9.52 万吨。ALPD®激光放映科技，

显然成为兼具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的“双赢”影院升级方案。

事实上，电影技术行业在国民经

济体系中具有其独特性。在以往国外

品牌长期占据核心市场的背景下，我

们一直在追赶、同行、超越，以中影光

峰为代表的企业，正是民族科技创新

研发，引领行业跨越式前行的中坚力

量和中流砥柱。也正因如此，我国在

政策层面，给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特别是小巨人企业大力扶持和认可。

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从服务

创新，到变革行业，中影光峰一直在践

行服务用户、回馈社会，有利于国家和

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初心和承诺。“专

精特新”小巨人，既是对企业过去成绩

的肯定，更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鼓舞。

▶ 减负

帮助影城节省电费开支

影院电费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只是很多影院可能并没有细化到

放映设备上进行计算。那么今天我们

就来算一下，激光升级后到底能帮助

影院省多少电。基于独特的结构设

计，ALPD®激光放映技术生来就自带

节能属性。所以，相较于传统氙灯光

源，放映机在进行激光升级后，在实现

更高亮度水平的同时，反而耗电量更

低，进而可以有效帮助影院节省日常

电费开支。

以常见的 DP2K-32B 机型为例，

ALPD®激光光源升级后，每小时可节

省电费约 3.65度电；以每天使用 10小

时，每度电 1元计算，仅一台设备每年

就可以节省约 1.3 万元电费。越是大

型设备激光升级后，节电效果就越明

显。

如果以各种机型的平均值来计

算，激光升级后每台每小时约可节电

1.8度；按照每天使用 10小时计算，一

台放映机一年平均可为影院节省约

6570 元电费。在放映品质升级的“开

源”和节省电费的“节流”双重作用之

下，激光升级成为影院利润空间保持

和拓展的有效手段。

▶ 减排

助力环保大计，为影院“减排”

如 果 站 在 更 高 的 维 度 上 看 ，

ALPD®激光放映技术的应用更是践行

了全球节能减排大方向。截至2022年

2 月 10 日，ALPD®国内安装量已超过

2.6万套，运行总时长约1.95亿小时，按

照每台设备省电 1.8 度计算，共省电

3.51亿度，减少CO2排放量约 29.52万

吨。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各行业绿

色环保的结构性转型升级，节能减排更

是“十四五”目标达成以及全球碳中和

目标达成的重要指标和最强推力。

近7年来，中影光峰始终践行服务

于用户的企业使命，助力影院降低运

营成本，轻装上阵。与此同时，中影光

峰也肩负起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

激光升级的大力推广，在国内影院耗

电量版图上，以绿色低碳排逐步替代

红色高耗能坐标；通过埋下一颗颗节

能环保的种子，为全球碳中和目标的

达成注入动力。

影院行业双减
节能、减排，ALPD®光源必不可少

中影光峰获“专精特新”小巨人奖项

纪录电影《珠峰队长》定档5月13日
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珠峰

纪录电影《人间世》定档4月15日

随着中国影院行业激光化进程不断持续，截至 2022 年 2 月初，中影光峰

ALPD®激光放映解决方案在国内影厅中的安装量已达2.6万套，实现市场覆盖率

近三成的“中国速度”。在这一发展中，ALPD®激光放映产品始终以“满足客户需

求”为准则持续优化，在助力影院放映品质全面提升的同时，不仅帮助影院用户

实现了省电这一“小”高度，也助力社会节能减排“大”事业。

本报讯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

片厂创作拍摄，高黄刚担任出品人、

编剧、总制片人，阿不都克力木·阿

不力孜执导，库提鲁克江·艾沙胡

加、艾克白尔·斯拉木、贺刚、贾宏伟

主演的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日

前宣布定档 3 月 18 日全国公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时代

楷模”拉齐尼·巴依卡见义勇为，英

勇牺牲的真实事件为创作蓝本，展

现出“时代楷模”一家三代 70 年守

边护国的爱国奉献精神。

2021 年 1 月 4 日，时任新疆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提

孜那甫村村委会委员、护边员的拉

齐尼·巴依卡，为解救落入冰窟的儿

童不幸英勇牺牲，年仅 41 岁。拉齐

尼·巴依卡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新疆

各 族 人 民 ，也 感 动 了 全 国 人 民 。

2021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

授拉齐尼·巴依卡“时代楷模”称号。

影片真实再现了拉齐尼·巴依

卡一家三代守边护国的过程，彰显

出他践行新时代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的责任担当，同时饱含了新疆电影

人对这位“帕米尔雄鹰”的崇敬与不

舍，阐述着主创人员对他精神世界

的解读。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汇聚了多

位优秀新疆电影人。影片出品人、

编剧、总制片人高黄刚曾创作推出

《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

去的牧歌》、《昆仑兄弟》、《歌声的

翅膀》等多部优秀新疆题材电影，导

演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曾执导

《歌声的翅膀》等作品，并凭借该片

先后入围杜坎达音乐、电影、戏剧

节，马德里国际电影节，布宜诺斯艾

利斯国际电影节，欧洲日内瓦电影

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展。

冰山不畏惧风雪，你就在离太

阳最近的地方。3 月 18 日，《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将带领观众走进拉

齐尼·巴依卡的内心世界，一同感

受这一束来自慕士塔格冰峰的雪

域之光。 （李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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