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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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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余部。上周（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7 日）新增 12 部影片，

其中故事片11部，科教片1部。

上周共有 27 个省区市的 117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057
部，总计 5万余场。临近 11月底，

各地订购场次和上月相比虽然有

所减少，但影片订购类型较丰富，

有6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宁波

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订购最多，其次为浙江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和江苏新希

望农村数字院线。北京奔小康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

次数最多，超过 700 次；江西欣荣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

放映场次最多，超过11000场。

故事片方面，反恐题材影片

本周受热订，《特警使命之全城危

机》、《狐踪谍影》、《特警队》等影

片本周订购排名较为靠前。科教

片方面，电动车正成为广泛使用

的通勤交通工具，随之产生的交

通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电瓶车

安全小故事》适时推出，日前得到

较多院线关注。

两部优秀进口影片

登陆农村市场

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上周

新上2部享誉中外的进口电影，即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何

以为家》和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

提名影片《菊次郎的夏天》。

《何以为家》讲述了年仅十二

岁的黎巴嫩男孩将自己的亲生父

母告上法庭的故事。该片虽然发

生在中国观众较为陌生的国家，

但影片在写实影像中蕴含的情感

力量与现实价值，以及导演在影

像中对儿童成长、难民问题、女性

地位、传统风俗等社会议题的探

讨，足以冲破国族与文化的藩篱，

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观众人性深处

的共鸣。

《菊次郎的夏天》同样也是儿

童题材影片，讲述了自幼丧父同

奶奶一起生活的小学三年级男孩

正男为了寻找母亲，暑假中在邻

居菊次郎夫妇的帮助下，踏上了

一场充满奇遇的温情夏日之旅。

这是一部充满夏日气息，笑中带

泪的温馨影片，美好的景致与欢

乐的剧情相互融合，加上活泼有

趣的配乐，让整部电影都洋溢着

温情与明朗。

除了上述两部影片外，数字

电影交易服务平台还有《奇迹男

孩》、《青年马克思》、《1917》、《调

音师》、《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等

多部观赏性较强的进口片可供订

购，为广大基层观众提供了更多

感悟经典、体验佳片的选择。

多地将公益电影放映

和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相结合

近日，江西省安福、万载、景

德镇等多地相继启动城市广场公

益电影放映点，将当地公园、广场

等人员聚集休闲活动场所的电影

固定放映点打造成贴近群众的文

化思想宣传阵地，为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提供了一个宣传平台。

在电影党课专题教育方面，

内蒙古鄂尔多斯、安徽凤阳等地

根据辖区特点，组织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鄂尔多斯院线积极打造“草

原电影院”，在人员流动较大的公

园、乡镇推出“百姓宣讲”、“蒙古

包电影党课”、“电影党课示范课”

等草原特色电影讲堂，邀请老党

员、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驻村干

部、致富带头人，在观影前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宣讲，

观影后组织观影群众进行影评互

动。

凤阳县电影公司精选先进人

物、党史教育、强国强军、改革发

展等方面的影片，深入县内企业、

学校、社区，利用会议室、多功能

活动室及室外广场，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电影党课

专题教育活动。

将公益电影放映和宣传思想

工作相结合，能够及时传递党的

精神，切实增强观影人群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让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同时精准满足市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播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主旋律影

片，让公益电影放映欢乐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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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11月 27日，应河南奥斯卡

电影院线之邀，导演易小星、演员沈南

携喜剧电影《沐浴之王》亮相郑州，作家

张嘉佳也意外现身，在某高校与师生们

亲密互动，并前往电台直播间和广大听

众共同分享搓澡往事。

校园见面会现场，三位嘉宾与同学

玩起互动游戏，气氛极其欢乐，让大家

提前解锁了《沐浴之王》的喜剧属性。

易小星表示，电影选择12月11日上映，

就是希望在这个总结过去一年、重启新

一年的时候，用一个热气腾腾、热血澎

湃的欢快故事给这一年加点喜气，并获

现场观众打Call：“洗掉一年不开心！”

（刘溪）

本报讯 将于 12 月 24 日贺岁档上

映的电影《拆弹专家2》，11月27日在中

国电影金鸡奖期间，举办了一场别出心

裁的“新品拆箱”发布会。导演邱礼涛、

监制兼主演刘德华、主演倪妮，变身“拆

箱专家”，以五款新品揭秘《拆弹专家》

系列电影第二部的全新变化。

其中，首度亮相的“假肢”让人印象

尤为深刻，除了和第一部的剧情角色完

全不同外，这一次刘德华将饰演一位残

障拆弹专家，面临更具杀伤力与危险性

的“核弹危机”。现场，刘德华一条腿站

立，另一条腿弯曲压在“假肢”上，示范

“假肢戏”是如何拍摄的。刘德华也坦

言，戴了几个月的假肢，拍完戏后甚至

都难以适应。

“如果第二部不够新，就不会拍”，

刘德华直言《拆弹专家 2》光是剧本就

打磨了两年。这期间，刘德华和邱礼涛

合作了《扫毒 2》，刷新了港片在内地的

票房纪录。此前《拆弹专家》上映时，红

磡隧道爆炸的大场面令人难忘，导演邱

礼涛表示，除了全新角色、全新故事，第

二部还将会有“新炸点”，特效与爆炸场

面会更震撼，观众将会为青马大桥的安

危心悬一线。

这次《拆弹专家 2》还促成了刘德

华和刘青云时隔 18 年后的再次合作，

两位“影帝”交锋，让刘德华现场调侃

“都拼了”。高温酷暑穿80斤防弹服拍

摄，在十几层楼高的吊车里拍摄。不止

拆弹专家拼了，从小就梦想当警察的倪

妮，为了演好警察这个角色，在拍摄前

就开始健身、增重、练枪，这也让倪妮在

拍摄时能单手扛起 8 斤的枪。发布会

现场还曝光了一张 IMAX版海报，12月

24 日，观众也可以选择 IMAX 版本，身

历其境感受拆弹的紧张危急。（姬政鹏）

本报讯 11月26日，第33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活动“环球银幕

之窗”主题活动在厦门市举办。本次活

动由中国文联国际部和中国电影家协

会主办，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承

办。活动旨在通过中国电影出版社有

限公司旗下的《环球银幕》杂志与中国

电影博物馆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电

影交流活动的有机结合，扩大中国电影

金鸡奖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本次主题

活动发布了《环球银幕》海外推广计划，

签署了“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活动

合作计划，开展了图书版权国际交流活

动，研讨了主旋律作品创作和人才培

养。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中国

电影博物馆、北影世纪、华谊兄弟影视

等多家影视机构与企业签署了一系列

战略合作协议和电影拟联合出品协议，

其中包括与华谊兄弟影业拟联合出品

《铁道队》，以及就“使命 100”百部主旋

律作品创作计划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

议。

参加当天活动的嘉宾有中国文联

党组成员胡孝汉，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

陈秋雄，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文联国际部主任

董占顺，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虹子，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

馆长陈玲，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戴志望等。

在活动致辞中，胡孝汉表示：举办

“环球银幕之窗”主题活动，是中国文联

国际部和中国电影家协会扩大中国电

影金鸡奖品牌国际影响力的一次重要

尝试。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电影的高度

办好中国电影金鸡奖是时代发展的要

求，是建设电影强国、文化强国的要求。

（姬政鹏）

本报讯，由广西文产集团、广西电

影集团、深圳视界浪潮传媒公司、东阳

寰宇影视传媒公司出品的电影《狮子

吼》于 11月 25日在广西桂平西山举办

首映仪式。

据介绍，该片是国内首部佛教爱国

题材电影，讲述了一代巨擘巨赞法师“上

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爱国事迹。该片在

广西桂平西山开机并杀青，西山龙华古

寺全程协力拍摄，龙华古寺联同全国八

大寺院共同参与影片拍摄，其中近300名
比丘僧人本色出演。摄制组特邀广西佛

教协会副会长湛空法师担任佛学顾问并

参与影片创作。长达五十多天的拍摄过

程中，湛空法师到现场指导。

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

参加了《狮子吼》的首映仪式，他表示：

“这是一部为数不多的佛教爱国题材影

片，影片再现了巨赞法师在抗战期间参

与抗日救国的历史画卷，是佛教界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非常好的教材，能够进一

步激发佛教界的爱国热情，作为老的宗

教工作者，内心非常高兴。”

（姬政鹏）

本报讯 由郭帆执导，刘慈欣监制，

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

达、赵今麦领衔主演的 2019 年春节档

票房冠军电影《流浪地球》全新版本电

影《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版》近日

发布“心”重映版预告及海报。海报上

刘培强与刘启在斑斓云海中相见。电

影已于11月26日正式上映。

此次特别版本《流浪地球》新增 11
分钟全新内容，新增内容的特效进行了

重新渲染与制作，其中刘启与朵朵兄妹

二人在初离地下城时的长镜头画面将

展现不一样的细节与效果。当行星发

动机的喷射、现代城市的消逝、星际间

冒险等画面悉数呈现在眼前时，影片所

构建的流浪地球时代更为立体、真实。

与预告同时发布的上映海报展现

了两大高能场面，不仅唤醒 2019 年春

节期间大众在影院观影时的激动心情，

更让不少影迷大呼：“刘启终于见到爸

爸了！与此同时，“流浪地球”计划中还

有无数为了拯救地球踏上征程的勇士，

他们和远在太空的刘培强一样都是所

有人类的希望。在危机四伏的宇宙，流

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们整装待发，从

“心”启航。

电影《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

版》由中影股份、京西文化、登峰国际、

郭帆文化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1月 28日，开心麻花演员

吴昱翰入围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与任

素汐携同电影《半个喜剧》剧组亮相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暨闭幕

式红毯。当晚，吴昱翰一身黑色西装，

尽展绅士帅气，任素汐一袭长裙，优雅

大方。

吴昱翰凭借《半个喜剧》孙同一

角，获得本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并于 11 月 27 日下午参加金鸡奖表彰

仪式。此外，《半个喜剧》中任素汐入

围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周申、刘露入围

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奖，剧组斩获七项

提名，八位主创重聚金鸡颁奖舞台。

吴昱翰坦言，获得提名已经是最

大的肯定和认可，今后自己还会再接

再厉，不负众望。接下来也将进入到

新的剧集筹备工作，努力为观众带来

更好的影视作品。

（杜思梦）

《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版》发布“心”重映版预告

吴昱翰提名金鸡“男主”《半个喜剧》剧组重聚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电影《人潮汹

涌》剧组亮相第 33 届金鸡电影节闭幕

式红毯。刘德华透露自己在《人潮汹

涌》中与过往相比将有全新突破，笑言

期待“明年可能提名金鸡奖”。影片将

于2021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

金鸡颁奖当天，聊起监制并领衔主

演《人潮汹涌》的契机时，刘德华表示：

“首先我是真的被导演那份热情感染

了。其次我关注肖央很久了，他是我很

喜欢的年轻演员。”

电影《人潮汹涌》虽是刘德华与肖

央的首次合作，但两人之间却产生了奇

妙的化学反应。导演饶晓志分享道：

“影片拍摄期间氛围极好，每当在现场

拍完一条戏，剧组都会自发集体鼓掌。

刚开始华哥以为只是大家表达一下热

情，但直到电影杀青，剧组现场工作人

员每一次都会鼓掌，华哥说非常暖心。”

刘德华表示，此次在电影《人潮汹涌》中

的表演与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突破：“明

年金鸡奖可能就是我提名。”

饶晓志分享影片在春节档上映的

缘由：“因为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我

们希望《人潮汹涌》能给大家一个温暖

的出口，抚慰观众的心。”

电影《人潮汹涌》由上海艺言堂、英

皇影业、北京光线、深圳市一怡以艺出

品。

（杜思梦）

饶晓志率电影《人潮汹涌》剧组亮相金鸡奖

佛教爱国题材电影《狮子吼》广西首映

“环球银幕之窗”主题活动厦门举办
助力金鸡奖走向国际化

《拆弹专家2》举办“新品拆箱”发布会

刘德华戴“假肢”拆核弹

《沐浴之王》郑州“提前贺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