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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8 月 14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100 余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230 部。上周（8 月 8 日至 8
月 14 日）新增 8 部影片，其中城市

票房过亿影片2部。

上周 29 个省区市的 162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579部，总计

39万余场。13条院线订购超百部，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超过 400部；6条院线订购超万场，

河北省衡水春雨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超过20000场。上海浦东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和浙江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

放映卡次数相对较多，均超400次；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和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回传放映场次相对较多，均超

13000场。

《诛仙Ⅰ》《我为你牺牲》

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截至目前，数字电影交易服务

平台约有180部城市票房过亿影片

可供订购。上周新增《诛仙Ⅰ》、

《我为你牺牲》2 部“过亿”影片，均

为2019年出品。

古装玄幻电影《诛仙Ⅰ》改编

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平凡少年张小

凡经草庙村惨案拜入青云门，机缘

巧合之下获得法器烧火棍，从而卷

入正邪两道之间隐秘斗争的故事。

《我为你牺牲》是一部武警题

材影片，改编于十大忠诚卫士的事

迹，通过三个平行的故事，全景展

现了武警部队官兵舍“小家”保“大

家”驻守边疆的故事。

故事片方面，“八一”建军节公

益放映活动持续带动军旅题材和

抗战题材影片订购，《古田军号》、

《解放 终局营救》、《豁出去了》、《军

号密码》等影片均位居订购排名前

列。此外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微信公众号从 2019 年教育部办公

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

印发的《第39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

荐优秀影片片目》中精选出 7 部影

片推介给基层观众，其中的《港珠

澳大桥》订购走势有较大幅度提

升，位列周订购季军。

科教片方面，《扫黄打非警示

录》上周有 30 余条院线订购，共计

约12000场，实现周订购三连冠。

多地开展暑期

少儿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暑假期间，各地公益电影放映

单位面向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开展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

放映活动，为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添

加更多精神营养。

山东省利津县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举行“爱心守护，希望同行”公

益电影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为留守

儿童送上“光影温暖”。利津电影

公司自2017年暑期至今，已举行40
余次关爱留守儿童的电影放映活

动，覆盖利津县 90 余个村庄，惠及

留守儿童1200余人。

浙江省东阳市电影放映有限

公司启动为期 20 天的暑期少儿电

影展映活动，据悉，活动期间将放

映国产动画片《大鱼海棠》、《大圣

归来》，励志儿童故事片《少年达

佳》、《追梦的黎族女娃娃》、《自古

英雄出少年》，科教片《青少年暑假

安全常识》等10余部影片。

江苏省如皋市开展“我是小小

放映员”七彩夏日公益活动，皋红

叶电影队的老放映员范建军为参

加活动的孩子们介绍了中国电影

的放映史，带孩子们体验了老式放

映机的调试，并为孩子们放映了经

典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通过活

动公益电影在孩子心中扎下了根，

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得以传承。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点

评》，欢迎各省区市电影管理部门、

农村院线、影片发行方将近期影片

订购情况、设备巡检运维工作、技

术服务培训工作等信息及照片发

给我们。《农村电影市场周点评》将

在《中国电影报》、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刊发，并

选出优秀稿件推荐主流权威媒体

刊发。（投稿邮箱：dmccnews@dmcc.
org.cn，来稿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及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8 月 15 日，作为“再一起

看电影”助力计划的发起方之一，抖

音邀请徐峥、陈赫、谭卓、王俊凯、张

一白五位电影人现身抖音直播间，为

观众送来多重观影好礼，吸引大家回

归影院。直播结束后，相关话题在抖

音、微博两大社交平台登陆热点榜，

可谓是“再一起看电影”助力计划的

一大亮点。

“再一起看电影”助力计划由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电影频道、抖音、今日头

条、西瓜视频发起，中国电影通、猫眼

娱乐、真乐道、淘票票联合发起，光线

影业、万达影业、安乐电影等共同参

与，该计划旨在扶持全国影院重启。

计划启动以来，抖音为影院入驻平台

开启绿色通道免费认证，并通过百亿

流量资源优先扶持影院活动，还对即

将上映的新电影在站内资源倾斜和

曝光。

在抖音直播间，徐峥以公益目

的出发，向观众推出 1 分钱权益券、

影票买一送一、全国上百家影院的

优惠券包等福利产品，以期引导大

众回归影院。当晚，陈赫、谭卓、张

一白三位电影人也惊喜现身为中国

电影加油，演员王俊凯更是作为当

晚的神秘嘉宾空降直播间。当天，

直播间累计曝光人次 2990 万，直播

间互动 193 万，整体曝光量达到 1.1
亿以上。

五位明星好友当天分享趣事吸

引观众目光，徐峥大赞管虎导演的电

影《八佰》。陈赫聊起新作时自曝被

贾玲导演”嫌弃“；谭卓表示自己演哭

戏可以一秒落泪。惊喜现身的王俊

凯则透露，为了给新片角色做准备正

在减重。

每位电影人的分享唤起直播间

不少网友的影院记忆。直播累计发

放福利超 200万，带动 3700家影院订

单及18部影片售票。徐峥表示，当日

直播间所有收入都将被用来扶持影

院，帮助电影院复工。

据悉，自“再一起看电影”助力计

划正式启动以来，累计有超百位影视

行业名人和演艺界明星为该计划助

阵发声。

（杜思梦）

本报讯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即将于8月22日至8月29日举办，各

展映单元将放映哪些影片，无疑是最

受影迷关注的焦点。

今年的北影节展映活动，共设有

“官方推荐”、“修复经典”、“侯麦之

约”、“电影万岁”、“镜界”、“女性之

声”、“华语力量”、“环球视野”、

“IMAX 钜献”、“系列饕餮”、“露天放

映”、“云上共享”十二个主题单元，新

锐佳片、传世经典，将在各个单元中

与观众见面。

在最受关注的“官方推荐”主题

单元中，包括《春江水暖》、《我和我的

祖国》、《永恒美人》、《命途狂奔》等来

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新片，都将

与观众见面。

修复经典单元则汇聚了《战争与

和平》、《现代启示录》、《象人》等一众

经典老片，在大银幕再现经典的力

量，一直以来也是北影节矢志不渝的

努力所在。

2020 年适逢法国导演埃里克·
侯麦诞辰百年，北影节特别设置了

“侯麦之约”主题单元，带领观众跟随

《女收藏家》、《午后之爱》等影片，共

同走近这位举世闻名的电影大师的

传奇人生。

“电影万岁”、“镜界”、“环球视

野”、“女性之声”与“云上共享”主题

单元中，《蜂蜜之地》、《真相》、《马丁·
伊登》、《吉祥如意》等都是近年备受

影迷关注的热门影片，可以想见它们

的出现，又将是影迷们一年一度的

“一票难求”大关。

一大批优秀青年导演的全新力

作，将现身“华语力量”主题单元，《回

南天》、《麦路人》、《慕伶，一鸣，伟明》

等影片，早就令忠实的观众翘首期

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IMAX钜

献”主题单元将由《现代启示录》、《阿

基拉》与《阿甘正传》三部影片挑大

梁，“系列饕餮”主题单元则是《黑客

帝国》系列的主场。

在今年特别设置的“露天放映”

单元，影迷们可以在清凉的夜风中欣

赏《我们是X》、《破风》、《水的重量》、

《天刃》等国内外优质佳作，在银幕闪

过的画面中，沉浸于光影编织的梦。

（姬政鹏）

北影节更新展映片单12个主题单元新增超过50部

“再一起看电影”助力计划集结群星发声

徐峥王俊凯共同呼吁观众重返影院

本报讯 由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骨科专家殷培璞教授真

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信念一生》，近

日开启包括西安、成都、深圳、无

锡、沈阳、广州、宁波在内等全国 7
所城市的主题观影活动。

《信念一生》由青年导演寇淼执

导，刘航监制，苏国涛、梁丽、刘亚

津、罗京民、李桂莲主演，青年演员

宋欣华、唐伟鹏、樊梓田、贾鹏飞联

合出演。

电影以殷培璞教授奉献一生的

“地方病战斗史”展开，他几十年如

一日，走遍了陕西省大骨节病区的

沟沟壑壑，治疗万余患者，创办防

病学校，研制预防食谱，减少致病

因素，在他和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

下，10 年来陕西全省无临床新发大

骨节病例，持续达到国家消除标

准。

（影子）

《信念一生》开启全国七城主题观影活动

频出爆款

北京市场打造全产业链生态

本届北京市场将充分发挥产

业对接和联动作用，助力电影产业

蓬勃发展。“北京市场”分为招商展

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特约活

动、签约仪式等五个板块。招商展

会，今年全部移至线上，在国内电

影节中第一家采用 3D+VR 技术搭

建虚拟展示系统，向全球电影机构

提供免费展位。项目创投，今年征

集到 829 个项目，较去年增长 13%，

质量也有较大提升，今年将由知名

监制陈国富、柏林影后咏梅以及家

喻户晓的邓超担任终审评委，相信

可以评选出最具市场潜力、艺术水

准的新人新作。行业对话，首次在

怀柔精品民宿举办北京市场行业

对话，聚焦“艺人经纪影响力”“中

国青年导演崛起之路”等热点话

题，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发展注

入新动力、新活力。

此外，还将与中影、华夏合作

举办院线经理看片会，推介一些列

重点影片，这是今年首场全国看片

会。签约仪式，将发布《临界点》

《同学们好》等多部重大题材重点

影片，发布中影集团青年影人扶持

计划。

声声夺人

主题论坛洞察行业前沿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十周年之

际，电影节组委会特别策划了“十

年·如影—北京国际电影节十周年

主题论坛”“中外电影合作论坛暨影

片创投会”“艺术电影论坛”“探寻电

影之美高峰论坛”“5G 时代，电影的

发展与变革”“国际电影学术论坛”

“未来影像发展高峰论坛”“中国电

影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等 10 场主题

论坛，将邀请约 80 位业内领军人

物、知名影人和专家学者，发表主题

演讲，探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新方向、新路径。同时，本届北影节

还将重磅推出电影大师班活动，邀

请境外多家电影机构人士参与，奥

地利女导演杰茜卡·豪丝娜、香港导

演关锦鹏等畅谈个人创作理念、探

讨产业发展等问题。

云上拓展

打造永不落幕盛典

“云上北影节”是第十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一大亮点。本届北影节与互

联网高度融合，境外嘉宾将以“云连

线”方式参加北影节各项活动。将在

北影节官网搭建3D全景展示系统，推

出各公司项目和影片的“云展位”，举

办线上“北京市场”展会，为展商、嘉

宾提供数字化、智能化、高效率的交

流合作体验。电影节的“启动式”以

及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特别节

目——“梦圆·奋进”“再相聚”将通过

网台联播方式与大家见面，为电影业

内人士打造新的对话交流平台。全新

升级的官网提供更具网络优势的专业

化内容与服务，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更

多接触电影、亲近电影、参与电影的

机会，让电影节从固定时间、固定城

市升级为永不落幕、全球参与的持久

性影视盛典。 （姬政鹏）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