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综合12 中国电影报 2020.01.08
责编责编::林莉丽林莉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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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3日）

流动数字电影两周市场点评

数据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陆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宣传网站：www.dmcc.org.cn

2019年12月21日到2020年1月3日故事片场次订购一览表（两周订购场次前20名）

片名

《江城1943》
《古田军号》

《这就是命》

《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

《绝地英雄》

《雪狼花》

《血战迷魂岭》

《绝地危机》

《烈火英雄》

《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

《半步崩拳》

《军号密码》

《文朝荣》

《红星照耀中国》

《我的老兵爷爷》

《战士》

《布依女人》（戏曲 京剧）

《噬魂剑》

《炮楼》

《风从塬上来》

2019年12月21日到2020年1月3日科教片场次订购一览表（两周订购场次前10名）

片名

《过度使用手机十大危害》

《扫黄打非警示录》

《可可小爱之知法懂法》

《农村消防安全故事》

《车祸猛如虎-农村交通安全警示录》

《可可小爱之中华美德》

《流感是怎样“杀人”的？》

《勿让小摩托引发大事故》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广场舞有益健康》

本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14万7037场 总累计1亿0529万8171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始订购时间

2019年11月07日

2019年11月29日

2019年04月17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20日

2019年04月01日

2019年09月23日

2019年06月18日

2019年04月30日

2019年09月23日

2018年02月13日

2019年05月08日

2019年05月16日

2019年06月20日

2020年01月01日

2019年10月25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9年07月05日

2019年12月02日

2019年12月01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03月28日

2019年12月01日

2019年08月30日

2019年11月22日

2013年05月29日

2019年05月28日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益影片放映场次订购一览表 （2019年12月23日-1月3日订购场次前20名）

周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全国两周订购20869场，2019年累计7410场，总累计5815万3179场
数据来源于中影新农村发行有限公司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兴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绵阳市新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临沧市佤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文山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新疆和田地区农村电影放映服务管理中心

河池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新疆阿勒泰地区农村数字电影管理中心

红河州红广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六安市大别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达州市巴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金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喀什地区农村数字电影服务管理中心

咸阳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天津龙影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阿坝农村数字电影中心

本周场次

2594
2375
2051
1692
1442
1034
814
774
675
560
559
544
470
443
408
352
316
244
240
240

年累计

2255
1161
1993

0
640

0
0
0

185
0

290
0
0
0
0
0

284
0
0
0

总累计

2925840
928605

1007719
312080
194079
142031
169896
210412

1493423
50693

154352
266488
164085
102677
333439
515650
931378
368803
435819
168527

电影《急先锋》全阵容亮相
“黄金组合”进击春节档

唐季礼、成龙第九部动作巨制

电影《急先锋》将于2020年大年初一

上映，片方近日发布“全阵容海报”，

黄金组合彰显黄金质感。唐季礼将

“升级”作为目标，成龙则将一个

“拼”字贯穿到底！这对携手三十载

的老搭档，势要再创动作电影新高

度。电影辗转全球拍摄，于伦敦、非

洲、中东、迪拜等多地取景，海报中

还可见航母激战、飞车追逐等震撼

场面，升级程度可见一斑！成龙出

道即将 60年，依旧在《急先锋》中展

现拼搏精神，还表白观众“之所以这

么拼，是因为你们”，感动全球影

迷。而年轻演员也以成龙为表率，

杨洋、艾伦、徐若晗、母其弥雅、朱正

廷各展其能，为电影增光添彩，全新

组合令观众翘首期待！大年初一，

一张电影票看全球景致，急先锋小

队带你畅爽过年！

全阵容海报质感十足

成龙率急先锋战队打遍全球

电影《急先锋》已连番轰炸曝光

多款物料，全方位展现影片超级动

作大片的高燃特点，拍摄辗转伦敦、

非洲、中东、迪拜等多地真实取景，

搭配航母激战、黄金车追击等震撼

视觉体验。此次发布的全新海报黄

金质感十足，彰显急先锋小队黄金

组合的战无不胜与壮志英勇；以迪

拜黄金车为代表的夺目场面，更透

露出剧组的大投入、大格局，惊艳眼

球！

成龙率急先锋小队华丽亮相，

杨洋“成功接收大哥动作戏 DNA”,
担任急先锋队长，打戏有型之余追

求真实第一位，成龙直夸“杨洋，不

错！”。艾伦跳出熟悉的角色圈，突

破自我初尝动作电影变身打星，全

新面貌令人期待。徐若晗新人直面

挑战，与急先锋小队共闯非洲草原、

飞流瀑布，勇敢无畏吸人眼球！母

其弥雅高难度打戏不输男队员，散

发性感魅力的同时还能打得英姿飒

爽。更有朱正廷首演高能科技少

年，在急先锋小队中出谋献力，一言

不合就能“飞”上天！海报中急先锋

全员眼神坚毅，被瀑布、古堡、航母

等激战场面环绕，急先锋小队海陆

空多栖作战，战斗力满满，超乎观众

想象。

唐季礼成龙带动作电影走向世界

《急先锋》是送给观众的新年礼物

此次电影《急先锋》作为经典升

级之作，也是成龙的又一拼搏之作，

无论是在非洲拍摄激流戏险些溺

水，还是中东飞车戏亲自上阵，成龙

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自己对电影事

业的态度，更在近日的活动上直接

表白观众，称自己“之所以这么拼，

是因为你们”。母其弥雅回忆起拍

摄时与成龙一同落水，也后怕地表

示：“当时水流又大又急，找到成龙

的时候，看到导演眼眶红红的！还

好最后有惊无险，非常感恩。”杨洋

更是直言，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

“希望大哥能够身体健康，拍戏的时

候一定注意安全！”

跨入 2020 年，已是成龙入行的

第 60年，导演唐季礼与成龙合作也

已有 30年，两人默契配合为观众打

造了多部经典作品。从电影《红番

区》走向世界影坛，两人便始终以

中国电影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推广

为己任。导演唐季礼始终秉持着

对原创动作电影的态度，表示文化

“走出去”的同时，“要让别人来学

我们！”。新年之际，成龙许下自己

的愿望，“希望风调雨顺，世界和

平，希望所有观众都支持中国电

影！”时至今日，面对遍布全球的影

迷，唐季礼与成龙带来《急先锋》作

为送给世界观众的新年礼物，电影

将于大年初一上映，期待观众走进

影院接收这份诚意满满，“嗨”遍全

球的新年大礼！

影片《急先锋》由唐季礼执导，

领衔主演成龙、杨洋、艾伦、徐若晗、

母其弥雅，特邀出演朱正廷；中影

（上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腾讯影业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礼想境界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鼎盛创新资本有

限公司、深圳广电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

司特别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日前，保定市东兴院线公

司邀请河北省邢台院线董事长郭建

华、副总经理谢海和 2019 年河北省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员技能大赛的冠亚

军刘雷震、高晓辉来进行技术交流，

同时还邀请了中科智网、清华同方等

厂家技师对放映技术要求做出指导。

会上郭建华和谢海对公益电影放

映的发展史、关于放映员年度量化考

评、订片、电影放映回执单报送情况、

电影场次监管、放映员职业道德、技

术培训、技能书面考试、经验交流等

内容做了指导。刘雷震和高晓辉两

位队员就如何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

好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讲述了他们自

己的经验，让公司全体员工受益匪

浅。

另悉，春节来临之际，由河北省委

宣传部电影局、保定市委宣传部电影

处主办，保定市东兴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公司承办的 2020 年“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正

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此活动预计

放映公益电影 120 余场，活动期间将

放映《我和我的祖国》、《古田军号》、

《中国机长》等一系列优秀国产影

片。 （林琳）

杨子的第三部长片，好笑、好哭又

治愈。

这是一部由6组演员和6只动物集

体演绎的关于“宠爱”的电影，影片上映

前，记者采访了电影的导演杨子。作为

一次不那么“硬核”却极其考验耐心的

类型化尝试，杨子说，“这是一个在好莱

坞有 30 多年基础、比较成熟的电影类

型，希望能在中国落地，也希望《宠爱》

能够为中国电影提供一种新类型。”

▶ 剧本

拿到剧本当天，杨子就读完并敲定

了加盟。

“特别喜欢，看到热泪盈眶”。打动

了杨子的剧本同样也打动了徐峥，在跟

徐峥多次交流、讨论之后，杨子用大约

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四稿剧本的调整。

“四稿剧本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

过程，每一个阶段问题不一样，人物写

透了，着手类型化，然后是多结构的融

合，融合后再拆分成六个短片，每一次

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杨子说。

调整后的剧本，吴磊和张子枫的段

落，对调了双方的角色设定，加入了阿

德和流浪狗的段落，补全了职业、年龄

段等方面的梯次，每个人的功能性不

同，有欢笑、温馨，也有伤感和治愈。

▶ 主题

《宠爱》讲述的是六组不同年龄段

的主人公在爱宠的陪伴下，发现爱、收

获爱、重新学会爱的故事。

“现在社会生活压力那么大，大家

都有内心的一些空缺。希望通过电影，

填补大家对情感的憧憬，内心的孤独。

得到一种温暖，一种力量，一种刺激，一

种鼓励。”杨子说。

▶ 阵容

杨子很喜欢电影《忠犬八公》，决定

作《宠爱》之后，他直接去 MDV 查动物

团队训练师的名字，找邮箱、发邮件。

最终在电影中呈现的，是一个中西合璧

的豪华动物阵容。饰演小札的 Luther
参演过电影《萌犬好声音》和美剧《主

妇》；饰演豪七的Que参演过电影《汪星

卧底》；饰演呼噜的Gonzo是《惊奇队长》

中噬元兽的扮演喵，饰演巴顿的Benny
曾参演电影《狗狗之日》和美剧《清道

夫》。

“拍摄现场很安静，我们学会了怎

么保护动物。”杨子说，因为任何微笑的

动作和声音都可能影响到动物的表演，

所以大家会主动配合训练师的节奏，

“一个镜头结束 20秒内是没有人动，演

员也不动，等训练师撤出动物才开始调

整。”

动物演员带给杨子的另一个意外

是“演员般的敬业”，“不是被动地完成

动作，而是一种沟通之后的了解和希望

达成的愿望。”它们甚至会用眼神询问

你，“是不是不够好？要不要再来一

次？”

“动物尚且如此，我们怎么能不努

力！”杨子说。

▶ 分享

第三部电影长片就试水六段式故

事和类型创新……跟众多一线演员合

作有哪些经验可以跟年轻导演分享？

采访的最后，记者连续抛出几个问

题。杨子的回答简单中肯：青年导演

不要待在帐篷里，要多跟演员面对面

交流。“让你的声音直接传递到演员，

不通过任何扩音设备，如果他们摔倒

了你可以第一时间扶起来，这比 10000
句讲戏的话都有用，因为演员也需要

宠爱！”

河北启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专访《宠爱》导演杨子：

搞定了“噬元兽”，能开拓新类型吗？

适逢 2020年元旦假期，农村电

影市场呈现出一派红火景象。据统

计，目前全国农村已成立数字院线

333条，本周有120余条院线订购了

1200多部影片，共计14万余场。

截至 2020 年 1 月 3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显示共有可订购影

片3900多部，其中2019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140余部。本周农村电影市

场新增25部影片。

《中国机长》等多部新片大片

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新年伊始，《中国机长》、《扫毒

2天地对决》、《罗小黑战记》、《使徒

行者 2 谍影行动》等城市票房过亿

的重磅影片，以及进口影片《徒手攀

岩》和主旋律影片《小巷管家》等登

陆农村市场，给 2020年的农村电影

市场开了好头。观众可以欣赏到自

己喜欢的各种题材影片。

从本周统计数据来看，《烈火英

雄》、《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红星

照耀中国》、《古田军号》4部影片最受

各地院线关注，均有超过30条院线订

购，其中《烈火英雄》订购院线最多，

有46条院线订购。《古田军号》、《此时

此刻·2019大阅兵》、《红星照耀中国》

也全部跻身订购场次前十名。这些

献礼影片订购持续走高，为元旦春节

期间的放映储备了充足片源。

科教片《过度使用手机十大危

害》夺得订购冠军，影片以观众与主

持人对话与互动的方式，讲解过度

使用手机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危

害以及对生命安全潜在伤害的事

例，在寓教于乐中起到关爱身边人、

提倡适度使用手机的作用。此外，

《可可小爱之知法懂法》、《可可小爱

之中华美德》等五部系列科教片表

现可圈可点，影片由活泼可爱的动

漫宝贝可可和小爱来演绎“公民道

德、生态环保、人文关怀、文明礼仪、

少儿品德培育、安全教育”等爱心公

益主题故事，宣扬中华美德，增进互

助互爱，增强安全防范。

各地积极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本周全国有29个省市120多条

院线参与订购，有 8 条院线订片超

百部，其中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以订购 186部影片摘得榜

首；3条院线订购超万场；怀化金五

溪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以订购

12000余场获订购场次冠军。

为贯彻落实《关于 2020年元旦

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通知》精

神，日前全国多地院线根据辖区实

际情况，相继启动了形式多样的公

益电影放映活动。众院线通过优秀

电影作品展映来丰富基层群众的元

旦、春节生活，营造欢乐祥和、喜庆

热烈、文明进步的浓厚节日氛围。

广西桂东院线承办的 2020 年

元旦春节“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农村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在平

桂区鹅塘镇举行。桂东院线组成多

个小分队分别承担不同的项目，其

中有“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农村电影主题放映项目、“送春

联送福”进村入户到家项目、“送书

法作品”到村委到村屯项目、“送科

技下乡”给百姓给贫困户项目、“送

政策时政法律法规”到个人项目。

成都金沙院线农村数字电影有

限公司承办的“电影共筑中国梦 文

化惠民迎新春”2020年元旦春节优

秀国产电影公益展映迎新春暨2020
年度“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空港新城

高新区芦葭镇葭新社区葭新广场顺

利举行。本次活动在未来一个半月

将有近百支放映队采取“进社区、进

农村、进军营、进景区、进工厂、进敬

老院、进儿童福利院”等“七进”形式

开展350场电影放映活动，覆盖社会

全人群，让人民群众在祥和的氛围

中度过一个愉快的新春佳节。

唐山益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惠民电影放映活动，在丰

南区群众文化馆拉开帷幕。唐山市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精心谋划在全市

范围内具备室内条件的室内放映点，

开展惠民放映活动，分别深入到社

区、农村、学校、部队、机关、企业、福利

机构等单位，预计放映近百场次。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