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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统计，截至11月13日，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4230余部，

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300
余部。

上周全国共有 29 个省区市的

149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193
部，总计 11万余场。6条院线订购影

片超百部，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订购场次最多，超7000场。北京奔小

康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相

对较多，超500次；山东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相对较多，超

11000场。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从7月份

开始面向公益电影放映从业人员及

全国基层观众开展 2020 年公益电影

观影满意度在线调查。截至 11月 13
日 ，全 国 各 地 填 写 调 查 问 卷 超

70000份。

各地院线开展

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

近期，全国多地农村院线结合辖

区宣传教育重点，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

四川乐山市惠民电影公司在中

共乐山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积极组

织公益电影放映队在幼儿园内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电影展映活动。乐山

市惠民电影公司结合幼儿教育的特

点，积极与幼儿园协调落实人员场

次、放映设备，制作横幅，合理安排放

映时间，并精心挑选了《昆虫总动员

2》、《虫林大作战》、《新地道战之父子

奇兵》等10部适合儿童观看的动画影

片进行放映。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村牧

区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在海拉尔区呼

伦小学、海拉尔蒙古族中学开展爱国

主义电影进校园活动，院线公司精心

挑选了蒙语影片《厉害了，我的国》、

《勇士》、《梦开始的地方》等优秀爱国

主义教育影片在各校放映。观影活动

既让师生们深刻体会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又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让爱

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意识在学生们

心中牢牢扎根，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

氛围，激发学生们家国情怀的同时也

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甘肃西和县 22 个放映队在校园

礼堂、电教室放映《我和我的祖国》、

《红星照耀中国》、《攀登者》、《烈火英

雄》等蕴藏丰富思想艺术内涵的优秀

影片，同时放映了科教片《可可小爱

之中华美德》、《可可小爱之社会关

爱》、《可可小爱之疾病预防》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片。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北郊五眼

桥小学校园里搭起了一座能容纳500
余人的流动电影放映大篷，该区爱国

主义优秀电影进校园活动在这里启

动。各年龄段学生在大棚里观看到

《防疫知识知多少》、《跑出一片天》、

《冰雪长津湖》等多部适合他们观赏

的电影。

军事题材影片引领订购风向

各院线均通过放映现场指导、打

印问卷二维码、制作横幅、入户调查等

方式开展问卷调查，更多的农村观众

参与到选片工作中来，群众“点单”热

情高涨。从上周订购数据来看，军事

题材影片成为近期农村观众的首选。

订购排行榜冠军《十三猎杀》根

据军事小说作家骠骑的同名作品改

编，影片以抗战为背景，潜伏战士高

浪在丛林中与敌军小分队狭路相逢，

背水一战，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高浪

坦然面对,以陷阱、弓箭为挡箭牌,上
演了一场扣人心弦的窒息猎杀。

除《十三猎杀》外，《解放·终局营

救》、《上甘岭》、《东溪突击》等军事题

材影片订购排名靠前。这几部经典

影片拍摄于不同时期，反映出中国电

影人对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和对英烈的致敬。这些主旋律影片

引领了近期公益电影市场的订购风

向，较好地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科教片方面，疾病预防类科教片

受到关注。秋冬季流感季节即将来

临，在疫情防护的同时，其他常见的

季节性传染病的防护备受关注。《可

可小爱之疾病预防》、《传染病为什么

成了现代热点》、《健康促进和疾病预

防》等科教片受院线热订。上述影片

可以进一步提升农村观众对传染病

的科学认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如何

有效进行疾病预防及紧急应对。

此外，上周内蒙古、新疆、四川等

地区的9条农村院线订购《民法典》宣

传片 1000 余场，农村院线放映宣传

《民法典》活动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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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刺激，看得过瘾！”

将于 11 月 20 日上映的警匪电影《除

暴》日前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导演刘浩

良、监制韩三平、制片人梁琳及王千源、

卫诗雅、大力、胡子程、李晓川、洪浚嘉、

纪焕博、庞雨浓、答有为、王超北强势集

结，现场揭秘幕后精彩故事。导演兼编

剧刘浩良分享为拍好 90年代内地警匪

片，在前期做大量资料收集工作的历

程；领衔主演王千源通过角色感受到当

年警察不易，动情致敬。影片近日于部

分城市超前点映，大尺度再现悍匪嚣张

残暴一面，突出警察对犯罪分子咬死不

放的正能量，收获首批观众盛赞“近年

来最好警匪片”，口碑表现强劲，猫眼、

淘票票双平台开分8.8。
首映礼上，王千源爆料“和吴彦祖

拍戏时，常在健身房一起锻炼”。而谈

及此次饰演的警察角色时，他表示：

“之前也演过警察，但 90 年代的警察

这是第一次。那个时候科技还没那么

发达，警察就是凭着‘咬死不放’的精

神去办案，非常不容易。由衷敬佩那

些用生命换取生命的英雄。”

电影《除暴》由英皇（北京）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

正夫君泽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天津联

瑞影业有限公司、正夫影业有限公司、

沃栢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北

京桦语影业有限公司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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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全国影院上映。

（木夕）

本报讯 近日，导演梁鸣处女作《日

光之下》宣布定档 11 月 27 日，通过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与观众见面。

该片早在剧本阶段便已入围上海

国际电影节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

并在第三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青葱计

划中获奖。而在 2019年的平遥国际电

影展上，影片同时斩获费穆荣誉最佳

导演以及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

荣誉。

电影以少女谷溪的视角切入，讲

述了 1999年寒冬之际发生在东北小城

的一段往事。谷溪（吕星辰饰）因没有

户口即将失业，而相依为命的哥哥谷

亮（吴晓亮饰）因海洋漏油事故不得不

中断工作。哥哥女友庆长（王佳佳饰）

出现，三人的关系随着气温的骤降变

得危险而暧昧，而一具海上浮尸牵扯

出的杀人案，一盘神秘磁带所揭露的

犯罪真相，让谷溪在青春与成人的世

界边缘反复游走，迅速成长。

影片的命名取自《圣经》：“已行的

事后必再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日光

之下并无新事”，寓意想要解决一切烦

扰唯有勇敢走向日光之下。而英文译

名“Wisdom Tooth”则取自北方俗语“立

事牙”，暗示人类心智趋于成熟时才长

出智齿，象征着长大成人的分水岭。

在影片中，少女谷溪毫无规律的智齿

疼痛贯穿故事始终，即映射着她的成

人危机，又带出了冷冽小镇无可避免

的萧条和逝去感。

（影子）

本报讯 2019 年以来，江西欣荣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安福县电影公司在全

县的公园、广场等人员聚集、休闲活动

场所，精心建立了一批固定电影放映

点，创新思维，积极拓展固定电影放映

点的功能，打造成“三位一体”的文化

思想宣传阵地。

建立固定电影放映点的初衷是放

映公益电影，但随着放映工作的深入

开展和广大观众的要求，安福电影公

司不断调整放映工作，丰富放映内容，

放大放映功能，增强放映效果。紧紧

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紧跟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等形势要求开展放

映活动；紧贴群众生活和实际需求开

展放映活动。

如今，固定电影放映点已成为县委

县政府以及各部门宣传的重要载体和

窗口，成为群众对文化、科技知识以及

法律法规等获得的重要渠道和课堂。

疫情控制后，相继放映《中国机长》、《我

和我的祖国》、《我的长征》等优秀国产

故事片近 20 部，放映《扶贫路上好支

书》、《可可小爱之知法懂法》、《手机鸦

片》、《森林防火》等教育片 10 余部，放

映《生态农业致富》、《蔬菜瓜果嫁接生

产技术》、《可可小爱之疾病预防》等科

教片近 10 部，深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的好评。同时，安福县电影公司特意

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专门负责固定电

影放映点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工作，

把固定电影放映点打造成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栏。

把固定电影放映点打造成为党的

思想宣传阵地，是安福县电影公司党

支部的党建品牌，该党支部把党建与

放映工作深度融合起来，用党建引领

放映工作。安排每位党员联系几个固

定电影放映点的宣传工作，并把党的

思想宣传工作作为党员年度考评，使

每位党员成为党的思想宣传的先锋。

着重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宣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

宣传党的纪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重点是及时传递党的

精神，切实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召开后，安福县电影公司党支

部迅速行动起来，收集资料制作幻灯

片，在映前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 （左焕兴）

本报讯 11月 11日，新一代放映技

术高峰论坛在山东淄博举行，Samsung
LED、 LEONIS HOLOSOUND、 Dolby
ATMOS、RealD LUXE 等全球顶尖放映

技术共同汇集于此，展示放映技术新趋

势。

近几年随着 4K、HFR、HDR、WCG

等数字电影图像技术以及LED、巨幕等

显示技术的不断更迭，电影给观众的视

觉感受越来越逼真。与此同时，包括

LEONIS HOLOSOUND、Dolby ATMOS
在内的声音技术也将声音从传统的二

维平面上升到了三维空间音频，沉浸式

音频技术应用而生，让观众进一步感受

到丰富、细腻而又真实的声音。

品鉴会现场，LEONIS 负责人做了

HOLOSOUND 相关的技术报告并在

HOLOSOUND 五号厅进行沉浸式音频

HOLOSOUND DEMO展示，其声音的定

位、包围感、真实感得了参会嘉宾与行

业人士好评。 （杜思梦）

近年来随着苏州社会经济稳健发

展，区域电影市场的发展逐步进入新的

阶段，观影需求呈现出了多元化态势。

2020 年 9 月，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

电影资料馆、江苏省电影局共同主办，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承办“2020年致敬

经典·国际修复电影展”，在苏州掀起艺

术电影的观影热潮，本次影展活动丰富

了苏州电影市场的供给多样性，也初步

显现了苏州区域内经典艺术电影市场

的发展潜力。

本次展映影片包括《祝福》、《大闹

天宫》、《满意不满意》、《美食家》、《小小

得月楼》5 部国产影片和《红菱艳》（英

国）、《象人》（英国）、《雁南飞》（苏联）、

《白蛇传》（日本）、《柏林苍穹下》（德国/
法国）5部外国影片，分别在苏州艺术人

文影院联盟的五家影院放映。作为一

次跨区域的多国别影展的尝试，本次苏

州影展共售票 2765张，在防疫规定下，

上座率达62.09%，总票房为11万多元，

对影展的满意度高达86.34%。

本次影展的成功举办得益于苏州

电影市场的良好基础，苏州电影票房近

年来稳居省内第一，2019年位列全国第

九位，总票房12.89亿元，全年放映影片

528部，观影总人次3415万人。整个市

场的供给呈现出高质化、多元化特点，

但影片供给体系相对单一，仅限于影院

商业发行的电影。本次影展让苏州的

资深影迷看到多种类型经典修复艺术

电影，很多是在国内外大型电影节及影

展才有机会看到的热门影片。

通过在本次影展现场发放的问卷，

可以对苏州的艺术电影观众进行一个

大致的用户画像，观众年龄在 18 至 35
岁居多，受过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城

市白领，其中 62.17% 为女性观众，

37.83%为男性观众，观众对艺术电影有

消 费 需 求 ，对 影 展 的 期 待 值 高 达

80.53%，影展活动参加意愿82.26%。

影展中《柏林苍穹下》上座率高达

100%，另外《象人》、《红菱艳》外国经典

艺术片受到了欢迎。苏州元素电影《小

小得月楼》、《满意不满意》、《美食家》等，

凝炼了苏州的独特人文，观众从影像中

看到了昔日寻常巷里、市井人家的生活

百态，看到古朴的江南水乡，城市初建时

的样貌。老电影有旧日光景，有复古情

怀，也有对城市文化的全新读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影展观众

的区域分布来看，74.25%来自苏州市

区，来自上海观众位列第二占 10.68%，

另有 0.94%的观众来自无锡。其中，

51.96%的观众参加过影展，75.04%的

观众对艺术影院有所了解，71.43%的观

众是因为本次影展的优质影片而来。

从数据分析中，可见优质的艺术电影放

映活动在长三角文化圈具有辐射力，未

来在苏州影迷文化建设举措中，可以进

一步嫁接长三角地区的其他艺术电影

发行放映相关资源，形成区域内影迷文

化的内生动力。

从影展宣传效力来说，有 67.03%
的观众通过微信，9.42%通过微博得知

影展信息，微信、朋友圈等私域流量的

传播已经成为影展等此类活动主要的

信息路径，今后的影迷培育，需更加重

视新媒体的传播，实现用户的粉丝化、

粉丝的渠道化、渠道的社群化。

另一方面来看，观众中有 48.04%
从未参加过影展活动，44.43%的观众只

是偶尔看艺术电影，6.91%基本不看，由

此也可以表明艺术电影放映活动对苏

州观众来说仍属于新兴事物，虽存在广

大潜在受众，但目前很多属于初级影

迷，存在试探性观影行为，还未形成黏

性和强烈的观影诉求，需要继续通过继

续举办影展活动培育观影兴趣。

此次致敬经典国际修复电影展，能

够进一步推进苏州电影放映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满足观众日益多样化、差异

化的观影需求，打造分众化、精细化的

观影体系。城市的电影艺术文化氛围

需要慢慢培育，苏州作为一个年轻的国

际化都市，观众一直期待更多高品质的

文化产品。经典影片的复映，让观众在

光影中重新发现艺术电影的价值，这同

样是拯救、传承电影遗产、修复文化记

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更多的经典艺

术电影被发现、被看见，在电影和观众

之间，搭建起一个长期的双向选择平

台，用多元文化服务点亮城市生活。

《除暴》首映被赞“近年最好警匪片”

国产文艺片《日光之下》定档11月27日

江西安福县电影公司打造“三位一体”宣传阵地

HOLOSOUND亮相放映技术高峰论坛展现新趋势

苏州经典电影修复影展发行放映实践初探
■文/刘亚玉 刘伟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