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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10 月 30 日，数字

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200余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280余部。10月24日至10
月30日新增12部故事片。

上周全国共有28个省区市的

162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403 部，总计 18 万余场。9 条院

线订购超百部，3条院线订购超万

场，其中江西欣荣院线订购数量

最多，订购了150余部影片共计约

15000 场。北京奔小康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相

对较多，超 600 次；江西欣荣院线

回传放映场次相对较多，超 31000
场。

江苏启动“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10 月 25 日，在中央宣传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江苏省电

影局指导下，江苏新希望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开展了“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展映活

动自 10月 25日至 11月 25日为期

一个月时间，通过选映《我的战

争》、《英雄儿女》、《上甘岭》、《铁

道卫士》、《冰血长津湖》等经典影

片，深入江苏省各地村（社区）、乡

镇（街道）开展 1000 场公益放映。

此次展映活动旨在通过公益电影

展映，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传承

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发

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奋

斗精神。

此外，本周恰逢“重阳节”，为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传

统美德，让老年人共享健康快乐

和谐生活，各地院线也纷纷组织

放映队专程为老人们开展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欢乐

温馨的节日氛围。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农村电

影服务中心开展了“重阳节送公

益电影进敬老院慰问放映”活动，

让全区敬老院老人在家门口观看

电影，并度过了一个开心快乐的节

日。为确保电影放映效果，南郑区

农村电影服务中心积极准备、提早

安排、精心挑选适合老年人观看的

影片，向老年人放映《高血压的中

医预防》、《老年人卫生健康常识》、

《防止老人摔倒》等卫生健康保健

科普短片及适合老人观看的故事

片，既普及了科学卫生健康知识，

又为老人送去了欢乐。

10 月 25 日重阳节当天，山东

省临沂市兰山区12个镇街公益电

影放映队带着多部优秀影片走进

属地社区、村，让辖区广大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观看画质好、标准高、

内容精彩的“数字化”电影，并通

过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表达浓浓的

尊老敬老之情，受到现场村民尤

其是老人们的认可和好评。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开展了

“弘扬敬老美德，锤炼文旅铁军”

重阳节文艺演出系列活动，此系

列文艺活动将广场电影融入到活

动之中，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为进一步弥补疫情期间公

益电影放映时间起步晚的实际情

况，公益电影南溪区管理站在公

益电影工作中做到“两融入一增

加”，充分利用各类节日文艺活动

和古街夜间经济打造等契机，将

广场电影与之深度融合，同时，为

进一步丰富农村基层精神文化生

活，把公益电影融入农村夜间文

化，致力于做大做强农村夜间文

化，实实在在解决和消除农村群

众的精神贫困。

重阳佳节到来之际，江西欣

荣院线组织全省各放映单位积极

开展送电影进敬老院放映活动，

莲花县、瑞金市、吉水县、修水县、

弋阳县、上犹县、分宜县等多地都

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放

映活动，以电影的方式为老人们

送去了关心和节日的祝福，观影

现场气氛热烈，老人们笑逐颜开。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叶

问4：完结篇》两部“过亿”

大片登陆农村市场

新片方面，本周有2部城市票

房过亿影片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分别为 2019 年“贺岁档”电影《叶

问 4：完结篇》和 2020年“七夕档”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这两

部影片为农村电影市场再添两道

“大餐”。截至目前，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有 190 余部“过亿”影

片可供订购。

动作电影《叶问 4：完结篇》讲

述了叶师傅1964年到美国的一段

生活经历，发现华人在美国遭受

洋人的欺压和凌辱愈加严重，危

难之中，叶问再次挺身而出，让世

界看到我们的态度：谈，可以；打，

奉陪！影片在动作设计上将力量

与美感相结合，让观众在赏心悦

目的武术较量之中，充满了民族

的自豪感。

奇幻爱情电影《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城市票房超过 5 亿，下线

不到一个月就登陆了农村电影市

场。影片主要讲述了青梅竹马的

男女主人公在高中校园重聚之后

发生的一系列爱情故事，而剧中

范伟与李鸿其所诠释的父子情也

同样让人泪目。

订购方面，影片《特警使命之

全城危机》共计 24 条院线订购超

4000 场，夺得本周订购冠军。该

片讲述了跨国走私黄金案嫌疑人

任平生潜入康城境内,为追击逃

犯康城特警梁成虎带领特警队员

紧急出动,在追捕过程中,逃犯任

平生在康城市区内制造多起爆

炸,意图趁机在混乱中逃离。该

片以电影的形式，真实展现特警

的工作和生活，用电影致敬生命

的守护者。此外，抗美援朝题材

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我

的战争》等关注度依旧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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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赤狐书生》近日曝光

《狐狸怎么叫》MV，“乘风破浪的姐姐”

黄龄、李斯丹妮、张含韵组团献唱。洗

脑旋律搭上喜感舞蹈，堪称2020年度神

曲，掀起了一番“狐狸舞”热潮。

电影中，陈立农、李现一人一狐上

演奇幻冒险，在MV中，三位姐姐也化身

狐妖，假扮书生骗人取丹。在“叮铃铃

铃铃”的魔性音乐下，姐姐们跳起“狐狸

舞”，可爱逗趣的动作，让人忍不住想模

仿起来。更为惊喜的是，作为片中狐妖

的饰演者，李现也跟随姐姐们上演了一

段舞蹈秀，舞步欢快呆萌，不少观众直

呼没有看够。

《赤狐书生》中，陈立农与李现上演

了一段人狐奇缘。陈立农饰演的书生

进京赶考，却被李现饰演的小狐妖白十

三盯上。只要杀了书生，取了丹，就能

晋升狐仙。但没想取丹路上，一人一狐

结伴历险，竟成了最好的朋友。

影片由江志强监制，宋灏霖、伊力

奇执导，陈立农、李现领衔主演，将于12
月4日全国上映，陪你贺岁。

（木夕）

本报讯由陈木胜导演，陈木胜和甄子

丹监制，甄子丹、谢霆锋、秦岚领衔主演的

警匪动作大片《怒火·重案》近日发布先导

预告，宣布将于2021年全国上映。短短1
分钟，刺激的枪林弹雨、火爆的爆破场面，

尤其是甄子丹和谢霆锋拳拳到肉的厮

杀，一连串硬核的动作戏令人耳目一新。

戏中势不两立，戏外好兄弟再次重

聚，气氛融洽。据悉，这是甄子丹和谢

霆锋继《龙虎门》、《十月围城》后再度合

作。多年前，两人在《龙虎门》中的打

戏，被不少动作影迷视为经典场面。这

一次，身为监制的甄子丹，在片场更是

常常带着谢霆锋一起狠抠动作，力求呈

现更精彩、更极致刺激的打戏。

电影《怒火·重案》由银都机构有限

公司、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英

皇影业有限公司出品，陈木胜导演，陈

木胜和甄子丹监制，甄子丹，谢霆锋，秦

岚领衔主演，将于2021年与观众见面。

（木夕）

本报讯 由王千源、吴彦祖领衔主

演，春夏、卫诗雅主演的电影《除暴》将

于 11月 27日上映，影片近日发布“赤诚

对峙”版海报，王千源吴彦祖赤身肉搏，

眼神交锋预示着正邪较量一触即发，看

似被生擒的悍匪吴彦祖是否真的伏法？

作为今年唯一一部警匪电影，本片

讲述了刑警钟诚对悍匪张隼咬死不放、

追击到底的故事，以稀缺的90年代暴力

犯罪题材，强势弥补内地警匪电影观影

需求。曾多次在警匪片中塑造出深入

人心银幕形象的王千源、吴彦祖首度强

强联手，拳拳到肉的动作戏也让本就惊

险刺激的故事有了更多看头。两人的

戏龄均长达 20余年，但王千源表示“依

然会把每一部作品当成第一部作品来

对待。”

《除暴》将故事置于90年代内地，暴

力犯罪的故事题材极具稀缺性，作为

2020年唯一一部警匪题材电影，本片不

仅有王千源、吴彦祖戏里戏外的强强碰

撞，更有春夏、卫诗雅两大实力演员加

盟。影片由英皇(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正夫影业

有限公司、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昇格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刘浩良导

演、编剧，韩三平监制，梁琳担任制片人，

王千源、吴彦祖领衔主演，春夏、卫诗雅、

大力、于笑、胡子程、李晓川、洪浚嘉、纪

焕博、庞雨浓、答有为主演，将于2020年

11月27日全国影院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由李霄峰执导、黄渤监制的

犯罪题材电影《风平浪静》近日发布由

“脱口秀天才少女”李雪琴献唱的勇敢

追爱推广曲《敬你》，悦耳动情的声线和

扣人心弦的词曲将观众带入宋浩（章宇

饰）与潘晓霜（宋佳 饰）横跨 15 年的宿

命般浪漫爱情世界。

电影《风平浪静》不仅锋利如刀，片

中几位女性角色身上的情感也非常温

暖，尤其是潘晓霜的勇敢追爱，李雪琴

看完电影也不禁感叹“极其好看”，并用

东北话赞电影“老带劲了”。

首次为电影献唱的李雪琴用一首

《敬你》唱出了女性勇敢追爱的爱情态

度。这也是李雪琴第一次与电影合

作。谈及录歌感受，李雪琴表示“首次

给电影唱宣传曲，并出现在电影片尾非

常激动，也非常喜欢潘晓霜的勇敢和洒

脱，《敬你》是献给每一个勇敢追爱的你

我”。黄渤对李雪琴的演唱赞赏有加，

“我之前只听过雪琴说脱口秀，没听过

她唱歌，听完Demo让我非常吃惊，声线

很动人。”

影片由厦门猫影、天津猫眼微影、

福建平潭突燃影业、上海瀚纳出品，11
月6日全国公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治愈戏电影《热血合唱团》

近日发布李丽珍特辑，饰演信希妈妈的

李丽珍在片中演技爆发，一场浴缸哭戏

惊呆小演员，直呼“太震撼”。影片将于

11月13日全国上映。

曾出演《大时代》、《仙剑奇侠传》等

经典作品李丽珍近年来鲜少出现在大

银幕上，这次在《热血合唱团》中惊喜出

演，让许多粉丝感叹“爷青回”。值得一

提的是，《热血合唱团》也是刘德华与李

丽珍时隔二十八年的再度合作。两人

曾合作《停不了的爱》、《龙腾四海》、《继

续跳舞》等片。

特辑中，李丽珍坦言：“上一次演妈

妈的时候，儿子只有 4 岁，这次再演母

亲，孩子已经18岁”。从影以来，从少女

演到妈妈，不断在尝试不同年龄的角

色，每一次都在寻求演技的新突破。此

次，李丽珍为了更好地出演片中角色不

惜为戏增肥。

片中这场浴缸痛哭的重头戏，李丽

珍更是“爆发演技小宇宙”，极具感染力

的哭戏让小演员惊呼“被震惊到了”。

李丽珍也因为入戏太深，喊停之后仍久

久不能平复心情，直言：“这场戏演完后

要恢复情绪还是很难。”

电影《热血合唱团》为促进上海电

影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由博纳、梦

造者、双喜电影出品。

（杜思梦）

《风平浪静》

十五年前的一次意外，成绩优异高

中生宋浩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原本的

人生轨迹。十五年后，他回到家乡，一

切仿佛都已风平浪静。与老同学潘晓

霜的重逢，给了他人生久违的光亮。他

决定揭开那个十五年来不敢触碰的伤

疤，重新掌控人生，完成一场似乎不可

能的自我救赎。

上映日期：11月6日

类型：剧情/悬疑

导演：李霄峰

编剧：余欣

主演：章宇/宋佳/王砚辉/李鸿其

出品方：猫影文化/猫眼微影文化/
突燃影业/瀚纳影视

发行方：猫眼微影文化

《茶缘》

永绥厅夯岩右营把总赵志龙在苗

区爱上了一个苗族姑娘茶花，而他又负

责镇压起义的苗人，在这战火纷飞的年

代，他的这份爱又该如何表达，他对皇

上的军令又该如何执行?
上映日期：11月6日

类型：战争

导演：彭景泉

主演：林扬/孟祥亮/魏黎明

出品方：文源影视

发行方：谷泰映画

《未来的未来》（日本）

爱撒娇的儿子小君，迎来刚出生的

妹妹，他感到父母对自己的爱被妹妹夺

走，正在恼怒之时，小君却在庭院中遇到

来自“未来”的妹妹，并开启了穿越之旅，

在家族之树的时空中，他和“未来”的妹

妹一起，与童年的母亲、年轻时代的曾外

祖父甚至未来的自己相遇，在冒险中，小

君领悟到不同形式的“家族之爱”。

上映日期：11月6日

类型：动画/奇幻

导演：细田守

编剧：细田守

配音：真田麻美/中村正/山像香

出品方：日本地图工作室

发行方：中影

《光》（马来西亚）

哥哥文光个性敏感，无法专注集

中，更不善与人交际。尽管如此，弟弟

一直设法帮助文光找到工作。然而，文

光屡次搞砸面试，闯祸惹麻烦，弟弟气

愤又无奈。直到有一天，弟弟听到哥哥

房间传来的音乐声，才意识到哥哥的音

乐天赋一直默默闪耀着。

上映日期：11月6日

类型：剧情

导演：郭修篆

编剧：Ismail Kamarul/Al Kuan/郭修篆

主演：庄仲维/张顺源/陈子颖

出品方：马来西亚MM2娱乐

发行方：华夏

本报讯 10月31日上映的意大利影

片《重生小确幸》是一部满溢治愈的影

片。本片在意大利上映时，获得了本土

同期票房冠军。在中国市场，目前亦收

获了不俗口碑。有观众表示，这部电影

是今年最暖心影片。

“重生”的设定并不少见，较之刻意

而为的具备特殊意义的生命重来，男主

保罗的身份可以说是“平平无奇”。在

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后，他去到了天堂，

却被告知由于计算“误差”，自己还能有

92 分钟的“生命额度”。于是在天堂工

作人员的陪伴下，他回到了人间……故

事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反差“萌”，不管

是到天堂领号排队，还是保罗与天堂工

作人员抱怨自己常喝“蔬菜姜汁”健康

饮料的据理力争，都可以找到对现实细

节的投射与调侃，不经意间触动观众的

笑点。

随意真实的生活感叠加搞怪逗乐

的设定，不仅营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氛围

的喜剧童话色彩，同时也淡化了全片以

“死亡”作为故事的起点，为观众铺设出

充满奇趣与幻想的欢乐基调。

不少观众表示电影“超好笑”，但在

笑过之后，又觉得所有笑点背后都别有

深意，后劲十足。也有观众表示，这部

电影是今年自己看过的影片中最暖心

的作品。

（杜思梦）

李雪琴为《风平浪静》首次跨界献唱电影推广曲

《赤狐书生》发布MV《狐狸怎么叫》

甄子丹谢霆锋主演《怒火·重案》首发预告

《除暴》发“赤诚对峙”海报

《热血合唱团》李丽珍刘德华时隔二十八年再合作

电影《重生小确幸》奇幻浪漫治愈“一个都不少”

◎ 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