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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影院生态发布会举行

重新定义影院建设新局面

《七人乐队》发布杜琪峰《遍地黄金》单元预告

专访《烈探》主创：

从文戏推动武戏，追求格斗的真实

打戏要好看，必须从文戏推动

7 月 8 日，由邓力奇担任总制

片人、监制及编剧，香港新锐导演

陈大利执导，知名动作导演谷垣

健治助阵，任贤齐、陈瑶等主演的

电影《烈探》上线优酷电影“超级

首映”。该片讲述了东南亚某国

探警张荼（任贤齐饰演），为救落

入人贩之手的儿子小介，不惜孤

身奔赴千里之外的他国，和亦敌

亦友的苏苏（陈瑶饰演）一起捣毁

一个庞大的国际人贩集团的故

事。影片强大的制作阵容、真实

生猛的实战打戏、浓厚的港片气

质，以及千里追击救子的动作警

匪类型，与优酷“超级首映”对“新

精品”电影的探索不谋而合，因而

成为登陆“超级首映”的首部影

片。

据悉，优酷电影推出“超级首

映”，从视听品质、主创阵容、题

材特色、主题表达、文本创新等

维度出发，为用户甄选海内外精

品内容。此次“超级首映”品牌

专区等推出，是阿里文娱电影业

务从内容和商业模式层面对电

影业务第三增长点的全新探索。

谈及为何取名为《烈探》，陈

大利透露，这部影片是先有片名，

后有的框架故事，“因为我们定的

是做警匪动作片，所以‘探’字是

确定的，我们想渲染一种刚烈的

气氛，所以用‘烈’字来点题。”

陈大利认为，警匪动作片依

然是香港电影很重要的一个特

色，“比较容易让观众去看见我

们、接受我们”。陈大利之前曾经

做过《叶问 4》、《叶问外传：张天

志》、《黄金花》等电影的编剧，因

此对于文戏与动作的节奏起伏把

控力很强。他表示，自己也是从

叶伟信导演那里“偷师”来的：“动

作片要好看，某一场打戏要打得

好看，必须要从文戏去推动，你写

剧本的时候，先要让观众代入主

角的情绪，跟着他的情绪一步一

步地提升，去到最顶点的时候、爆

破点的时候就来一场大的打戏，

这是规律。有些动作电影，就算

用很大的资源去拍场面，如果代

入感不强，那就会浪费了一场打

戏。所以，《烈探》希望让观众有

跟阿荼同步的感情，就会觉得很

痛快。”

陈大利执导该片不仅能与

编剧、好搭档邓力奇合作，还与

知名国际动作导演谷垣健治撞

击出创意火花。他非常欣赏谷

垣健治在动作上追求的格斗的

真实感，认为他不仅学习了香港

动作特色，同时创立了属于自己

的风格，“《烈探》现在剪出成片，

观众会觉得打得很刺激，但是，

在拍摄现场或者看一些原素材

的时候，其实是打得很狼狈的，

跟平常看的那些动作片分镜头

不一样，这种狼狈感就是真实的

原因。我们不是在强调哪一拳、

哪一脚，而是要拍出整体打斗的

混乱的感觉。”

“任贤齐挨打的戏份很好看”

为了精益求精，《烈探》在剧

本方面调整过几十遍，也设想过

各种可能，最后选择了父子情的

故事，并找到港片中的“熟面孔”

任贤齐出演。陈大利透露，“任贤

齐很适合这个角色，他之前在杜

琪峰电影里参演了很多警匪片，

但没演过一个打戏如此激烈的动

作电影，这对于他是一个新的形

象。而且，任贤齐在大学里面读

运动系，完全可以胜任角色。”

据悉，影片中的打戏大概拍

了半个月，“差不多一大半的拍摄

周期都是拍动作的，我很担心演

员会受伤，这次基本上任贤齐有

一大半全都是在打，他非常专业、

非常努力。”

由于动作戏的难度太高，《烈

探》在拍摄之前有一个月的时间，

把所有动作场面都拍过一遍，这

样到现场的时候，所有人就已经

知道要拍摄什么，演员记了招式，

危险就降低了。而在团队方面，

跟任贤齐对打的演员选择的也是

专业的动作演员，剧组是高手云

集的武术班底。

最终任贤齐的表现超出了陈

大利的想象，“影片里面那些爆烈

复杂的招式他完全记得住，这是

非常难的。如果大家有研究过一

些动作电影，就会知道，很多人可

能连记招都记不住，而任贤齐完

全没有这个问题。”

有趣的是，让陈大利觉得好

看的一场动作戏却是任贤齐挨打

的戏份，“那场戏，阿荼有一个动

作是抱着头，两手放在头上，用肘

去攻击。那个动作是我跟健治导

演在开拍之前就在讨论的。我们

觉得任贤齐被打、不停地挨打，比

他不停地攻击对手好看。抱着头

那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防守动作，

然后，看准机会才会攻出去，健治

导演这方面的想法比较多，所以，

他就实现出来，如果看动作片看

得多的人，会觉得很新鲜 。”

任贤齐称“打戏很过瘾”

任贤齐以往拍了不少动作

警匪片，但是，并没有家人的角

色出现在他的戏里，而这次却有

了“牵挂”，这让任贤齐很动心，

“我通常的角色都是一个独行的

悍匪，这次很特别的是，我有一个

儿子，然后因为儿子被拐卖，我

就必须要去寻找、要去和犯罪分

子对抗。”

由于导演陈大利是编剧出

身，所以，拍摄起来很严谨，任贤

齐在片中也是文武兼备，他笑称

是自己被 360 度无死角拍摄，“导

演陈大利曾经是银河映像杜琪峰

导演的班底，这次果然发挥了编

剧的精神，任何细节都很仔细地

要拍到，所以，我们一个镜头会拍

很多遍。我每天都唠叨他，你把

我这个人已经360度都拍完了，我

的头顶你也拍了，就剩下我的脚

底板没拍了。”

任贤齐此次在影片中动作戏

颇多，既有刀尖舔血、命悬一线的

生死对决，又有众人中杀出一条

生路的群殴，还有街头实战的格

斗，可谓惊险而爆烈。任贤齐表

示，自己打得过瘾，非常开心，“这

次跟著名的动作导演谷垣健治合

作，庆幸他提早让我去训练，把高

难度的动作变成了我的肌肉记

忆。影片中有很多的动作要记很

多招，比如，有十几个人围殴的戏

份，在设计上除了拳脚之外，还有

那种随地可捡到的棍棒，铁锤或

者木箱,需要随手就砸，所以设计

得很真实很连贯，但因为复杂繁

琐，记招是一个挑战。此外，最痛

苦的是拉筋，因为腿踢不高的话

也不好看，还有出拳出腿的速度

必须要能够达到干净利落的水

平，所以还蛮不容易的。”

本报讯 近日，由洪金宝、许鞍

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

东、徐克七位导演联合执导的电影

《七人乐队》发布《遍地黄金》单元预

告。该片将于7月29日公映。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警

匪片在众多类型电影中独树一帜，

其中杜琪峰导演更是标杆性的人

物。他以黑色哲学、简约手法、对

人性与宿命的探索，重新定义了警

匪电影的艺术高度，《暗战》、《夺命

金》、《三人行》等佳作被无数观众奉

为经典，并荣获众多海内外电影节

荣誉大奖。

此次在电影《七人乐队》中，杜

琪峰把目光放在千禧年后的香港，

讲述了三个小市民渴望一夜暴富的

故事。预告中，伍咏诗、胡子彤、徐

浩昌饰演的三个香港年轻人，坐在

茶餐厅里讨论房产与股票带来的财

富秘籍，无数商机与危机轮番上演，

让他们在发财与亏本之间跌宕起

伏，体验着坐过山车般的心理动

荡。预告结尾处戛然而止，三人的

命运似乎发生重大转变，究竟一夜

暴富还是一地鸡毛，只待影片上映

后观众走进影院揭晓答案。

《七人乐队》由香港七位知名导

演联合执导，而这一史无前例的构

想正源于杜琪峰。在他看来，自己

和其余六位导演经历了上世纪香港

电影腾飞的年代，都开创出自己的

一片天地，于是他想集结各位导演

如乐手般“合奏”一曲，向那个伟大

的时代致敬。同时亦借此契机，将

导演无分门派的合作精神传递下

去，“香港电影人很团结，各个导演

各有不同的表现，都一样是香港人

的情怀”。

七位导演为了致敬港影的黄金

时代，在电影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

仍然坚持采用全胶片拍摄的手法，

使影片更具格调。这种拍摄方式也

勾勒起导演们的美好回忆，杜琪峰

曾感叹，“胶片承载了很多导演的才

华、理想和创意，没有胶片的存在也

不会有香港电影那么好的发展”。

从《七人乐队》此前发布的预告可以

窥见，胶片画面具有丰富的层次性，

高饱和度下营造出强烈的年代质

感，令人仿佛穿越时光。

（影子）

本报讯 重新定义影院建设新局面，

开拓运营新生态。光影无界，价值共生

——NEC 影院生态发布会日前举行，夏

普恩益禧视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崔永新，NEC电影机全国销售

总监李韬，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福昊等线上齐聚，

共话影院营收发展新思路。

此次发布的 NEC 影院生态解决方

案，旨在通过创造革命性的差异化体验，

为影院实现强势引流和价值增长；以科

技驱动创新，为影院降本增效、提升综合

管理能效；同时，重磅新品亦为“后疫情

时代”提供更具投入产出比的放映利器。

崔永新表示，夏普恩益禧视频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整合了夏普在供应链管

理和规模生产上的强大优势，加之 NEC
显示产品在研发设计、市场推广、销售及

售后服务上的硬核实力，二者以最快的

融合速度，形成新的战斗力和新的生态

体系。未来继续秉持长期合作、长期进

步的价值观，与合作伙伴一同开拓中国

电影市场。NEC电影机将和广大的客户

群体及合作伙伴一起克服困难、凝聚共

识、凝聚力量、作出表率。

随后，夏普恩益禧视频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NEC电影机全国销售总监李韬

分享了NEC影院生态业务并发布NEC电

影机2022年新品。

据介绍，全新 NEC 影院生态业务囊

括了产品生态、增值生态和行业生态三

个板块。产品生态即NEC产品服务一体

化。众所周知，NEC 显示产品涵盖工程

投影机、量贩投影机、数字电影放映机、

显示器等丰富多元的产品资源，同时在

各行业应用中拥有绝对技术实力以及成

熟的方案资源，能够为影院用户轻松打

造如沉浸式大堂、全息剧场、特色影吧、

沉浸式剧本杀等灵活多变的多业态场

景，打造差异化互动体验，让影城不再仅

是依靠传统的票房、卖品作为单一收入，

通过流量营销实现引流变现，拓宽营收

新渠道。此外，NEC 电影机还将透过自

身的行业资源沉淀，打通行业生态链路，

为客户提供从新店拓展、设计装修、设备

集成到后期影城托管、收购的影院全生

命周期服务，从连接用户，到赋能行业，

实现价值转化。

新品发布环节，李韬重磅发布了蜂

鸟系列新品 0.69" 3DLP芯片激光放映机

NC1002L+。作为业界同档亮度最高的

NC1002L+来说，6300 流明的亮度，在小

型影厅的应用上可谓游刃有余。一体化

的设计，整机小巧紧凑；沿袭NEC高端放

映机技术优势——CCT双腔体密封内循

环散热技术，实现极致防尘和高效散热，

无需配置外置排风系统，节约安装空间；

同时超静音、金属滤网、6款可换镜头等

绝佳优势，非常适用无机房这类特殊影

厅需求。

此次蜂鸟系列NC1002L+的发布，让

NEC电影机产品线更加的齐备。对于想

要 低 成 本 投 入 亦 不 失 观 影 效 果 ，

NC1000C+可谓行业纾困产品；更有 2K
高性价比新品NC2403ML+、NC2003ML+
和 NC1803ML+及 4K 高端系列新品至臻

系 列 NC2443ML + 、NC2043ML + 和

NC1843ML+，为中大型影厅量身定制。

此外，NEC 电影机还联手全球顶级银幕

品牌RealD终极银幕与顶级音效处理系

统杜比全景声，为业界带来高品质旗舰

影院解决方案LUXE巨幕厅，实现画质、

音效、品牌的全方位升级。

渠道层面，2022年NEC电影机将开

启“1+7”渠道布局，除战略合作伙伴同辉

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外，

布局全国7家渠道合作伙伴，期望通过优

势整合为行业客户提供本地化服务。与

此同时，一直备受好评的NEC电影机售

后服务体系亦将为影院客户提供专业完

善、高效及时的服务保障。

戴福昊介绍，同辉佳视致力于用数

字化能力赋能影院行业，深入影院应用

场景打造全场景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影

院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VR赋能、VR党

建为影院运营管理增加高附加值服务提

升高度集成化服务能力，助力影院创新

营收模式。

回归影院经营本身，同辉佳视将通

过影院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实现影院

人、设备、场景的联动，提高影院的数字

化、信息化水平，实现数据分析、设备管

控、设备故障预警等，实现降本增效。

（支乡）

本报讯 近几年兴起的博物馆热，与

疫情撞了个满怀，博物馆数字化、文创数

字化表面上看是为了满足公众精神文化

需求的阶段性措施，实际上也越来越成

为其未来长远发展方向。在眼球经济时

代，数字藏品通过专业原创的设计将其

数字化，在网络平台出售给消费者的一

种新型藏品形态逐步崛起。《秋实》也赶

上了时代热潮。

《秋实》数字藏品讲述了一只蝈蝈为

秋后蛰伏屯粮，却遭到天敌威胁、同伴捉

弄的故事，而它最终的结局，也令人意想

不到……作品整体呈现的齐白石画风，

令伴随水墨动画长大的用户倍感亲切。

鲜明的中国美术范式与典型的民族器乐

所构成的东方文化符征，在《秋实》上得

到完美体现。

传统的文创产品都是实体的商品，

可以在线上，线下等渠道购买。拿《秋

实》来说，数字藏品更具有时尚气息，并

且它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可以随身携

带且为你专属的唯一数字藏品限量版，

怎么不让人心动。《秋实》采用了超高清

8K分辨率的制作规格，画面追求精美、细

腻，在高动态镜头中依然清晰自然，率先

实现了艺术动画在超高清领域的技术领

先，获取元宇宙的价值之匙。可任意调

大缩小，让人进一步感受画中蝈蝈形象

的细腻生动与逼真，不乏为一种独特的

文物“活起来”。在虚实相生的赛博场景

内通过链接、交互、社交等多种途径下构

建成为场域生态，也为我们带来一场震

撼的视觉体验。

将中国风的艺术风格与现代科学技

术完美融合，用全新的视听语言开创了

“中国动画新学派”，这是文化产业的升

级，更是时代的进步。数字藏品能实现

文物从“高冷”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且让观赏图片没有了时空限制。无可厚

非，数字藏品拉低了公众与博物馆和文

化艺术欣赏的距离，对于培育社会审情

趣和文化自信，作用不言而喻。让市场

回归理性，让产品回归基础的功能，让其

价值与现实需求匹配，既是一次理性的

沉淀，也是数字藏品价值的回归。

（刘琤琤 张春景）

8K中国风艺术影片《秋实》数字藏品发售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我一直做好人，为何还是有这么多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电影《烈探》中，任贤齐饰演的阿

荼遭遇了太多的艰辛波折，他只能用自己的一拳一脚去抗争、搏命。而对于现实中的普通人来说，

如果他们感受到某些无力又将如何？导演陈大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用这部动作片给人

们注入一个信念——做好人终会有好报，“我想鼓励大家在面对人生艰难的时刻，不要放弃，积极

去消解自己的痛苦。”任贤齐也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唤起大家心中的正义感，“就算是海底捞针，只要

持之以恒永不放弃，就一定能够达成你心中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