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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2 月 19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300 余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380 余部。今年第 6-7 周

（2 月 6 日至 2 月 19 日）新增 7 部影

片，全部为故事片。

第 6-7 周适逢春节，共有 20
个省区市的 56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

购影片 457 部，总计 3 万余场。江

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表现最为

突出，影片订购部数和场次均排

名第一。放映方面，上海东方永

乐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回传放

映卡次数较多，黑龙江龙脉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新疆

和田地区农村电影放映服务管理

中心回传放映场次较多。

《沐浴之王》《一秒钟》

登陆农村市场

励志喜剧《沐浴之王》和情怀

故事片《一秒钟》日前登陆农村电

影市场，为春节假期和即将到来

的元宵节放映再添新选择。这两

部影片均为城市票房过亿影片，

电 影 数 字 节 目 交 易 平 台（www.
dfcc.org.cn）现有 190 余部“过亿”

影片可供订购。

故事片订购方面，近期登陆

市场的一批新片、大片成为“新春

热门”，《除暴》、《金刚川》、《一点

就到家》、《急先锋》等均在排行榜

前列。与此同时，《东溪突击》、

《解放·终局营救》、《生死 96 小

时》等战争题材影片表现也较为

突出。

科教片订购方面，《史话新

疆》系列影片受关注较多。《史话

新疆》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一个系列短

片，呈现了自汉代开始，在长期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进中，新疆

地区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共同开拓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

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恢弘史诗。该系列有 18 部影

片，均可在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

台订购。

此外，中央宣传部宣教局于

春节期间通过各地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渠道开展“时代楷模”主题作

品展映。活动精选的《李保国》、

《毛丰美》、《老阿姨》、《幸福马上

来》、《文朝荣》、《天渠》6 部高质

量“时代楷模”主题电影，均可在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订购。

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

新春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全国多地院线日前根据辖区实

际情况，相继启动春节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各院线在做好疫情防控、

保障放映人员和观影群众健康安全

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满足广大基层

百姓春节期间的文化需求。

江苏在全省范围内积极开展走

新春送电影文化惠民活动，组织群

众观看喜闻乐见的贺新春影片，结

合“万场文化活动进农村”、“三下

乡”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开展各具

特色的新春送电影进工地、进企业

等活动，春节期间全省共送放电影

3500余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委宣传

部、区电影服务站联合推出公益电

影贺新春主题放映活动，在凤翔区

60 多个城市社区、休闲广场及乡镇

村组轮流展映，为广大群众、外来务

工人员送上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

电影节目。

河南许昌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

司承办了“欢度春节 喜迎新年”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在辖区内部分乡村、

广场、社区开展，将多部优秀国产影

片在节日期间送到群众身边，让居

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电影带来

的快乐。

根据中宣部“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要求，山东省安丘市

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放

映小分队，深入安丘市偏远山区石

埠子镇迷牛寺村，为村民送上公益

电影送去新春慰问。

四川宜宾映三江院线启动“时

代楷模”主题放映活动，同时把《金

刚川》、《烈火英雄》等作为重点影片

进行放映，在春节期间大力营造美

好中国年、感恩奋斗者、奋进新征

程、喜迎建党百年华诞的浓厚社会

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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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斌执导《第十一回》发最新海报及预告

四川宜宾映三江院线获评地灾防治先进集体

本报讯 陈建斌自导自演的喜剧电

影《第十一回》近日发布“笑话奇谈”版

预告及关系海报。该片由周迅、大鹏、

窦靖童领衔主演，春夏特别出演，刘金

山、于谦、贾冰、牛犇友情出演，宋佳友

情客串。

《第十一回》蕴含浓郁的陈氏喜剧

风格，其中融入戏剧元素的创新尝试给

人满满惊喜。预告中，台上话剧台下生

活无不横生枝节，两线交叉将一出闹剧

演绎得百转千回、余味无穷。角色们的

“Callback”令影片趣味颇多，话剧高潮

部分多次被“我”喊停，“我”可能是马福

礼（陈建斌饰）,或是金财铃（周迅饰），

他们出声打断的镜头令影片笑点层次

渐进，不仅使得每个包袱能都轻松落

地，更能让观者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此外，有关于“灵魂强奸犯”的桥段

极具幽默色彩，贾梅怡（春夏饰）对马福

利的“控诉”，引申出悍妻金财铃大闹剧

院的桥段，众人瞠目结舌的反应迅速将

爆笑值加满，一出看似“剪不断理还乱”

的闹剧被演绎出别样的生动与灵巧，令

人拍手称绝。更值得细品的是，马福礼

对“灵魂强奸犯”这一身份的最终认同，

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值得探究的

反转，悬念感十足。

该片由太原嘉博文化传媒、天津猫

眼微影文化传媒 、中影股份、腾讯影

业、霍尔果斯业余时间影视传媒、东申

（上海）影业、嘉博文化出品，将于3月5
日登陆全国院线。 （影子）

本报讯 在 2 月 18 日发出的《关于

2020年宜宾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中，宜宾市映

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荣获

先进集体称号，同时上榜的还有公司

员工刘平获评先进个人，这是专门服

务群众公益电影的单位自 2008 年成

立以来首次受到宜宾市人民政府通报

表扬。

去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尝试将志

愿服务引入地灾防治工作，省自然资源

厅和团省委联合开展“青春志愿·守护

生命”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行动。

作为获得“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称号的宜宾映三江院线主动作为，

在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青团

宜宾市委的引领下，组织“中国竹都红

色文艺轻骑兵公益电影宣传队”170余

人的队伍，发扬志愿服务精神，依托公

益电影放映平台，首次实现地质灾害

防治电影宣传在全市四区七县每个行

政村、每个地灾隐患点及重要场所的

全域覆盖，共计放映 2800 余场，观影

群众逾 15 万人次，使防灾宣传常态

化，增强了群众主动防灾避险的意识

和自救互助技能。

近年来，映三江一直参与到宜宾

市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工作中，在对放

映队伍进行培训树立地灾防治的预防

和避让意识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竹

都红色文艺轻骑兵公益电影宣传队”

遍布全市各乡镇的特点，利用公益电

影放映进村入户的机会，根据地质灾

害频发实际，放映队伍持续开展宣传

工作，并着重抓好汛前和汛期重点时

间段宣传。2020 年，在宜宾市地质灾

害指挥部办公室的安排部署下，首次

形成市县上下一盘棋，整体推进，全域

覆盖，做到全市宣传无盲区。

去年，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根

据宜宾实际重新策划并制作了具有较

强针对性的宣传片，映三江按照要求，

通过制定各区县放映执行表，明确放映

方式、场次、区域，以及观影组织、通联

衔接、拍照上传、平台监管、信息沟通等

多项措施，确保宣传覆盖到每个行政

村，并在隐患区域加大宣传频次。强化

资料报表和放映现场图片的收集，做到

定期汇总整理，建立地质灾害防治电影

宣传工作档案，做到宣传到位、有备可

查。同时，还积极做好与市自规局的沟

通汇报，及时调整宣传重点，做到有的

放矢，把电影宣传落到实处。

映三江一手抓地灾防治在当地的

电影宣传，一手抓对外宣传，通过各级

媒体宣传报道宜宾市地灾防治电影宣

传工作动态，营造了地灾防治工作的

社会影响力。同时，多年来坚持把地

灾防治电影宣传的场次、图片、文字、

外宣等建档，分区县装订成册。去年，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工作方法，做到每

个区县装订一本画册，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全市精选汇编画册。为南溪区、

叙州区制作了地灾防治电影宣传工作

H5，通过新媒体形式呈现工作动态，

做到宣传抓落实、事事有备查、外宣有

提质、形式有突破，使宜宾市地质灾害

防治电影宣传成为一项品牌工程。

（曾健 石珂）

本报讯 由英皇电影出品，庄文强

执导和编剧，黄斌监制，梁朝伟、刘德

华、蔡卓妍、任达华、方中信等主演的

警匪剧情片《金手指》日前在香港举行

首场发布会。该片是梁朝伟与刘德华

时隔近 20 年后再度“合体”。据悉，影

片耗资超 3.5 亿港币，已于近日开机，

计划于2022年上映。

电影《金手指》故事源于香港奇

案，主要讲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

港上市公司加利集团在短短几年间从

崛起到清盘，百亿市值蒸发，主席程一

言从股民偶像变成“过街老鼠”，集团

更被廉政公署全员跨国追查 15 年，诉

讼费高达两亿的故事。整个上流社会

的波谲云诡、数宗凶杀案的重重迷雾，

缓缓揭开了英国殖民时代商业舞台的

黑暗一幕。 （喵喵）

庄文强《金手指》演绎香港奇案
梁朝伟刘德华再合作

本报讯 迪士尼最新动画片《寻

龙传说》内地定档 3 月 5 日，中国定

档海报日前独家发布。当世界分崩

离析，要如何重拾光明与勇气？曾

制作过《冰雪奇缘》、《疯狂动物城》

的金牌团队又一突破之作，赵丽颖

首次配音，“最飒女战士”拉雅将肩

负起寻龙使命，为信念而战！

《寻龙传说》讲述邪恶势力威胁

王国的安全时，女战士瑞亚和伙伴离

开家乡一起寻找世上的最后一条龙，

为王国带回光明。影片将打造迪士

尼的首位东南亚公主。

（喵喵）

本报讯 由郑保瑞执导的悬疑片

《智齿》近日发布国际版海报，本片

由黄柏高、叶伟信监制，林家栋、刘

雅瑟、李淳、池内博之、廖子妤、沈震

轩、灰熊等主演，已入围今年柏林国

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

影片根据内地作家雷米的同名

小说改编，故事讲述了从学堂毕业

的任凯，因一宗连环凶杀案，与刚复

职的展哥开始搭档，案子破不了反

倒引发连串事故。展哥重遇杀妻儿

的街童王桃，被激发的恨意一发不

可收拾；任凯大意失枪，误被凶手所

获。凶手潜伏在城市之中，危机逐

步逼近。

（喵喵）

本报讯 王云飞执导的国漫电影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近日发布“万

妖来袭”版海报，宣布影片提档至今

年4月2日清明节全国公映。

海报中孙悟空怒持金箍棒孤身

迎战群妖，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多

目鬼王、九尾狐等经典妖怪也首度

露面，正邪对垒势同水火，一场狂热

血战已经箭在弦上。

海报承接了电影的暗黑气质，

黑云滚滚，群妖环伺悟空，唯有画面

中央散发着佛光的唐僧，像一盏明

灯指引着身处危境的孙悟空，即使

再黑暗的世界，悟空为了师父，纵然

万劫不复，也会赴死一战。而这也

暗示了师徒之间将要经历的劫难和

互相守护的深刻羁绊关系。

（喵喵）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提档4月2日

郑保瑞悬疑片《智齿》
发布国际版海报

迪士尼动画《寻龙传说》
内地定档3月5日

主创在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