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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琳罗美琪 李书哲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统计，截至8月21日，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100 余

部，其中 2019年以来出品的影片约

230 部。上周（8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新增 10 部影片，其中城市票房

过亿影片4部。

上周30个省区市的153条农村

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509部，总计44
万余场。13条院线订购超百部，12
条院线订购超万场，其中浙江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 428
部影片，累计 18451场，取得订购部

数及场次双料冠军。

农村电影市场

再添4部票房过亿影片

截至目前，数字电影交易服务

平台已有 185部城市票房过亿影片

可供订购。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吕梁山护

工》（7629 场）夺得上周冠军，影片

讲述了护工培训负责人薛人贵克服

种种困难，宣传、发动、组织贫困户

妇女走出大山，参加护工培训，从而

脱贫致富、改变命运、努力迈向美好

生活的故事。用艺术的形式把贫困

群众通过参加护工培训，走出大山、

走进城市、改变命运的真实历程搬

上银幕。此外，上周《中国机长》、

《特警队》、《古田军号》、《解放·终局

营救》等主旋律影片继续保持强势，

位居订购排行榜前列。

科教片《扫黄打非警示录》上周

有 36 余条院线订购，共计约 8300
场，继续蝉联周冠。《过度使用手机

十大危害》以 7000 余场订购排名

第二。

上周新增《妖猫传》、《半个喜

剧》、《一吻定情》、《来电狂响》4部城

市票房“过亿”影片。截至目前2020
年登陆平台过亿影片已达14部。

古装奇幻电影《妖猫传》由陈凯

歌导演，影片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

的妖猫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

僧人空海联手探查，一段被人刻意

掩埋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

《半个喜剧》聚焦三个年轻人三

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有人急着摆

脱单身、有人想在结婚前潇洒一番、

有人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影片将

目光聚焦在关于现代人爱情观的探

讨上，“大龄单身”、“北漂”等高热度

讨论词汇也实实在在从一方面反映

着目前这代年轻人的生活现状。

《一吻定情》改编自多田薰原创

漫画《淘气小亲亲》，这部被无数观

众视为心中的恋爱宝典的亚洲级

IP，在 20多年内被多个国家多次改

编，“湘琴与直树”温暖纯粹的超甜

爱情，让人百看不厌。马上就是传

统“七夕”，相信这部甜蜜的爱情片，

一定能打动观众。

《来电狂响》根据意大利电影

《完美陌生人》改编，主要讲述了七

位好友聚餐时公开手机信息、暴露

各自秘密的故事。当手机变成利

刃，当聚餐局变成“揭秘局”，他们能

否跨越信任危机，重新思考彼此之

间的亲密关系？

公益电影进社区

营造和谐社区氛围

近期，各地加大了公益电影进

社区的力度，推动了社区文化建设，

不断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增进

邻里感情，营造了和谐社区氛围。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

田街古乐社区举办首场“公益电影

进社区，文明城市共参与”活动，一

部名为《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的儿

童动画电影在商业体广场免费放

映，吸引了百余名社区青少年及家

长前来观影。硚口区古田街古乐社

区疫后重新启动“武汉之夏露天电

影进社区”活动，借助电影这一载

体，在助力居民欢乐度夏的同时，也

让居民潜移默化得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熏陶，为建设现代科创智

城、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

社会氛围。

此外，湖北荆州市电影公司为

多个社区居民送去红色爱国题材

公益电影，如《中国机长》、《我和我

的祖国》等，通过影片弘扬敬畏生

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的精神，加

强社区文化建设，丰富了设区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观影群众深受

感染。

8 月 18 日，湖南衡阳市珠晖区

苏洲湾社区创新宣传形式，结合禁

毒宣传，在文化活动中心播放公益

电影《百团大战》和禁毒宣传短片，

积极倡导辖区居民积极参与城市文

明创建，呼吁居民群众自觉抵制毒

品，关爱生命。不少前来观看电影

的居民表示，社区举办此类公益宣

传放映活动，既丰富了大家的业余

生活，也有利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衡阳群众”品牌工

作的广泛宣传。

8 月 19 日，“公益电影进社区，

助力社区创文创卫”活动在西安航

空基地航兴社区广场上展开。大屏

幕上播放的《垃圾分类》、《港珠澳大

桥》等影视作品吸引了众多居民前

来观看。影片详细介绍了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其中包括垃圾分类程序

及分类后会给居住环境带来的改变

等内容，居民边看边讨论，在寓教于

乐中传播了垃圾分类的理念和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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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

本报讯 近日，中国首部海外维和

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宣布定档 9
月 18日，同时发布“和平出征”版定档

海报与预告。

2020 年，是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 30周年。30年来，在危险动

荡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军

人履行使命守护和平。截至目前，中

国军队已累计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

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4 万多人

次。《蓝色防线》首次以战地纪实的形

式，真实记录了这群为国出征的中国

军人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日常。

据相关资料显示，电影所记录的

这支步兵营的官兵基本都来自中国

人民解放军“杨根思部队”，这是一支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

时期就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

该步兵营在南苏丹执行为期一年的

维和任务以来，完成 9次长途巡逻、52

次武装护卫和 8次应急处理突发事件

任务，并担负联合国营区内外巡逻、

平民保护区安全警戒等职能。

而电影《蓝色防线》在五年的拍摄

过程中，与维和部队的战士们并肩前

行，深入枪林弹雨的生死战场，用生

命为我们完整记录下了这段中国维

和军人的高光时刻与珍贵的现场画

面。

定档预告中，官兵们庄严誓师列

阵出征的画面令人心潮澎湃，而这些

经历过真实战场生死淬炼后的中国

军人，不仅出色完成了联合国维和各

项任务，更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和担当，为南苏丹和平事业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影片由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识君影视文化、中影股

份、腾讯影业、西安嘉行影视、北京细

蓝线文化传播出品；阿里影业等联合

出品。近年来，阿里影业相继推出

《战狼 2》、《红海行动》、《烈火英雄》等

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影

片，此次《蓝色防线》也首次以纪实方

式展现了正能量的内容价值观。

（赵丽）

本报讯 8 月 15 日，内蒙古民族语

电影译制中心组织演职人员队伍一行

16人前往美丽的草原深处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进行

了“到人民群众中去”蒙古语译制电影

公益放映活动。

活动现场有闻讯而来的牧民朋友

和草原上的小骑手们。随着夕阳西

下，我中心演职人员与旗乌兰牧骑演

员在电影开场前为牧民观众们送去了

一场暖心的惠民演出，演出结束后在

草原上播放了蒙古语版电影《寻龙

诀》。电影《寻龙诀》的部分拍摄地即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观众们看到熟悉

的场景及精彩的电影情节不时发出赞

美声。就这样在一片愉快祥和的气氛

中演职人员与牧民观众们共同度过了

难忘的“草原电影之夜”。

8月16日，在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

郎镇有着“牧民小区”之称伊博乐小区

社区广场进行了蒙古语公益电影的放

映活动，活动现场牧民朋友们奔走相告

早早的从各自家中拿来了小板凳坐在

银幕前等待着电影的放映。牧民群众

聚集在一起观看用母语放映的影片，对

画面清晰、色彩鲜艳、音质悦耳的电影

不时的发出赞叹，感谢电影人给他们带

来了一场主旋律电影的视听盛宴。

我国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是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

的重要内容。让少数民族观众看到、看

懂、看好电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
升广大观众文化生活质量,进一步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体现。

内蒙古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多年

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

为边疆地区蒙古族观众译制了大批喜

闻乐见的蒙古语译制影片深受广大蒙

古族同胞喜爱。

通过此次活动，译制中心演职人

员团队拉近了与牧民观众朋友们之间

的距离，学习补充了时下牧区的实用

生活语言及民俗文化并与牧民观众交

流了对译制影片的实际需求，虚心聆

听了牧民朋友对译制影片的建议和观

感。为今后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民

族语电影译制片来丰富边疆地区牧民

群众文化生活奠定了基础。 （林琳）

夏夜，星空闪烁，蝉鸣声声，江西

省遂川县坐落在蜀水河畔的衙前镇溪

口村，一群放暑假的学生边露天观影

边讨论剧情,家长们指着屏幕上的溺水

案例不时告诫几句。

电影放映员刘腾芳站在人群后

方，脖子上挂着白色汗巾，脚蹬一双老

式解放鞋。晚上 10点半，电影终于散

场了，像过去的21个年头一样，他将放

映设备熟练地收拾好绑在摩托车上，

准备回家。

在那个没有完全通电的年代，看电

影是大家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和精神

食粮。1986年，年轻的刘腾芳看准了商

机，和几个兄弟合伙买了一套电影放映

设备，还专门去县电影公司参加培训，

成为了“持证上岗”的电影放映员。

为了租到放映的胶片，刘腾芳坐

着摇摇晃晃的班车到县城的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一部部选片，他把胶片像宝

贝一样的包裹好，每次选片回家时身

上的帆布包总是鼓囊囊的。虽然同期

也有不少电影放映员，但在附近几个

乡镇，专业、守时、放映技术又好的他

总是最受村民欢迎。

渐渐地，找他放电影的人越来越

多，许多村委会和学校专门请他放电

影。这一干，就是6个年头。此时恰逢

中国彩电市场从黑白屏幕到彩电的升

级换代，偏远的小村庄也有了电视机，

再也没有人看露天电影，刘腾芳一度

失业了。1992年，无奈之下，他只得开

农用车运货为生。

直到 2005 年，电影公司找到了刘

腾芳。原来，国家计划启动 2131 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提供设备免费为

全县 309 个行政村，中小学校放映电

影。刘腾芳既有上岗证又经验丰富，

正是合适人选，刘腾芳负责衙前、双桥

两个乡镇的放映工作，每个月至少得

放映18场电影。

家里的田要打理，饲养的鸡鸭要照

顾，孩子也正在读书，可刘腾芳还是决

定，要重拾老手艺。他开始了白天当农

民、晚上做放映员的“光影人生”。如果

去双桥，一过晌午就要骑着摩托车、带

着200多斤的设备出发，为了保护好设

备只能小心慢行，单程就得4个小时，等

放映完回到家往往已是子夜了。

认识刘腾芳的人，都对他的敬业佩

服不已。2015年的一个夜晚，正在放映

的刘腾芳接到妻子的电话，儿子高烧不

退，要马上送往县城医院，可电影才放

了一大半。刘腾芳急得来回踱步，等电

影结束时竟流下了眼泪。众人知道实

情后，相熟的村长直骂他傻，若孩子有

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刘腾芳却说，不

能因为个人原因中断影片播放，这才带

着设备回家、送娃看病。次日，他又准

时到了双桥的另一个村庄放映。

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家里

人都劝他别再干这份收入低、风险高

的工作。可刘腾芳总是笑呵呵的：“年

轻人会上电影院，可老人家舍不得花

钱，留守的孩子们也多，只能在村里看

露天电影。就算往后只有一个人看，

只有一个人需要，我也会坚持下去。”

夜晚，宁静的小山村随着一束光

影慢慢热闹起来，为老人和孩子们照

亮了大山之外的世界。最后方，仍是

他们熟悉的那个身影。

（作者单位：遂川县电影公司）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环球壹线（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四平市青年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的网络电影《四平

青年之三傻罪途》专家研讨会在京举

行。与会人员从影片内容、叙事结构、

表演艺术、技术水准、社会意义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深度鉴赏，该片的提前

点映获得了业内专家们的肯定，还提

升了业界专家对网络电影的印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

员会主任张思涛认为该片是一部比

较好看的，制作很用功很用心的影

片，主演的表现也比较成功。原八一

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

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主任马维干肯

定该片结构巧妙，制作精致。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窦春起表示

这部影片成功抓取了他的注意力，并

指出该片艺术品位较高，节奏极其强

烈，是一部在类型片的体现和网络片

的特性上都非常成功的电影。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原会长章柏青从影片

很具特色的多线叙事上发表了观点，

他表示影片虽然故事简单，但要把简

单的东西拍出复杂感，这是编剧导演

的功力。

据悉，该片已于 8 月 21 日上线优

酷视频。

（赵丽）

阿里影业联合出品战地纪实电影

《蓝色防线》9月18日全国公映

内蒙古译制中心为基层牧民群众送电影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江西遂川：农民放映员的21载“光影人生”

《四平青年之三傻罪途》获专家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