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综合12 中国电影报 2021.03.10
责编责编::李佳蕾李佳蕾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农
村
流
动
数
字
电
影
市
场（2021
年2
月27
日
—2021
年3
月5
日
）：

2 0 2 1

年
第9
周
农
村
电
影
市
场
点
评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3 月 5 日，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300余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近 400部。上周（2月 27日

至3月5日）新增10部影片，其中9
部故事片，1部美术片。上周共有

26 个省区市的 102 条农村电影院

线订购影片 1003 部，近 14 万场。

放映方面，上海东方永乐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最

多，近 800 次；江西欣荣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达

6590场。

新片大片

加速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抗美援朝

题材影片《金刚川》以34条院线订

购3155多场的成绩拿下院线关注

和订购场次双料冠军。《地雷战》

以 2961 场的订购屈居亚军，该片

自2017年登陆农村市场以来累计

订购超15万场。此外，《坚守1200
秒》也值得关注，影片讲述了1942
年山东军区八路军特务营不惜一

切代价在对崮山与日军坚持战斗

20 分钟，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的英勇故事，展现了抗日战争期

间沂蒙地区部队在党的领导下不

畏牺牲、奋不顾身的抗战精神和

赴汤蹈火、忠肝义胆的家国情怀，

该片登陆农村市场短短两周就跻

身订购排行榜前十。

科教片订购方面，《心灵感冒

——身边的抑郁症》排名靠前，该

片是一部医疗题材的科教影片。

影片围绕大学生王栩芳从患病、

接受治疗到康复的故事，向大众

科普宣传抑郁症相关知识，减少

对精神心理障碍理解的误区。影

片用真实生动的故事向观众传递

要科学面对抑郁症，呼吁大众在

发现身边有亲朋好友可能患抑郁

症时，要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新片方面，2020 年度全球票

房冠军《八佰》本周登陆农村电影

市场，该片讲述了史称“八百壮

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

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苏

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

故事。截至 3月 5日，今年已有七

部票房过亿影片登陆农村电影市

场，分别是《我和我的家乡》、《金

刚川》、《一点就到家》、《一秒钟》、

《沐浴之王》、《除暴》、《八佰》。国

产高票房影片进入农村市场的速

度和数量再次提升，受到群众欢

迎，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个

效益的双丰收。

截至目前农村市场可供订购

影片超 4000 部，票房过亿影片超

200 部。农村电影市场片源丰富

多元，城市高票房影片基本保持

第一时间供给，保证了农村观众

第一看到新片大片。

各地院线积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优秀国产影片展映活动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就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安排。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要把

握三个关键：在学习内容上深入

全面、学习体会上深刻有力、学习

成效上突出实效。新疆、陕西、甘

肃等地的院线积极创新学习形

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优秀国产

影片展映活动。

为充分发挥电影宣传教育引

导作用，新疆库车市委宣传部先

后订购了《我和我的祖国》、《金刚

川》、《红星照耀中国》、《周恩来回

延安》等一大批爱国爱党、弘扬时

代主旋律的优秀党史教育影片，

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学校、企业、

机关单位、福利院、军营巡回放

映，通过放映优秀党史教育影片，

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的

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以

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陕西西安未央区以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精心选择

《建党伟业》、《开国大典》、《古田

军号》等讴歌党的丰功伟绩的优

秀国产影片，在辖区各社区内陆

续开展百余场“学党史悟初心 红

色电影进社区”活动。

甘肃民勤县于 3 月 5 日启动

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电影放映月活

动。该活动是民勤县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丰富党史教育内容、深

入推进党史教育的重要举措。通

过集中放映、影院放映、农村放映

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及学生观看

红色影片，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

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

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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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果靖霖自导自演，郭

采洁、刘雪华、徐峥等人主演的科幻

片《记忆切割》近日发布预告，将于3
月19日国内上映。新预告中，花季

少女张辛儿（郭采洁饰）因年少时目

睹父母被害而受到精神创伤，这段

痛苦记忆伴随着她在福利院长大成

人，反复的折磨让她有了轻生念

头。作为张辛儿监护人的辅导员刘

梅（刘雪华 饰）寸步不离的照顾，多

次挽救她跌落深渊。

当刘梅得知生物科学家董教授

（果靖霖 饰）动物记忆切割实验成

功的消息，燃起新的希望。为了让

张辛儿忘记过去，刘梅苦心找到董

教授，请求他帮助张辛儿重塑这段

痛苦记忆。张辛儿也愿意冒险成为

第一例人体记忆切割实验对象。原

本顺利的实验，却因为接连不断的

意外发现而逐渐走向失控，最终在

失败崩溃边缘，张辛儿父母惨案的

真相却浮出水面…… （花花）

本报讯 经中宣部干部局批准，根

据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章程规定，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日前召开了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第六届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宣部干部局副局

长陈晓琳，干部局直属单位人事处处

长谷红瑞，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毛羽等出席。学会第五

届会长侯克明主持大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金忠强作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副会长黄军作了第五届理事会

财务报告，金忠强作了关于修改《中

国儿童少年电影电影学会章程》的

说明。

经会员代表投票，选举产生了中

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第六届理事会。

随后第六届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常务理事

会和新一届学会的领导机构：会长：黄

军；副会长：张玲、郦虹、李剑平、李镇、

徐天福、黄禾、刘利红；秘书长：郦虹

（兼）。此外聘请侯克明为第六届理事

会名誉会长。

（影子）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完成理事会换届选举

本报讯 近日，山东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学习全国

电影工作会议精神，谋划 2021 年工

作。通过学习，公司全体员工了解了

我国电影发展形势，感受了面对新冠

疫情 2020 年全国电影成绩的来之不

易，明确了电影创作发行的重点方

向，清晰了农村公益电影的定位和发

展方向。

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四级调

研员颜东升参加专题学习并指出，公

益电影人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当前

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谋划

公益电影工作。将公益电影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合，推动公益电影

室内放映点建设，将公益电影放映队

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队；将公

益电影与文化中心、文化广场结合，

推动公益电影室内、室外固定放映点

建设，改善观众观影条件；将公益电

影尤其是送电影进福利机构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与“文化进万家”活动结

合，将每支放映队都打造为“文艺轻

骑兵”；将公益电影与为群众办实事

结合，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创新惠民

服务形式，让每支放映队成为群众的

“贴心人”。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总经理柏浩表示，2021 年，公司

全体员工要注重党史学习，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并统领电影创作

发行放映全局。要发挥公益电影优

势，通过放映宣传片、发放“明白纸”

等方式，引领广大观众了解党史、明

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贯彻全

国电影工作会议精神，研判公益电影

发展趋势，找准创新点，持续为广大

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电影放映服务，推

动公益电影提质增效。 （影子）

本报讯 喜剧电影《第十一回》近日

发布“戏谑人生”版预告及海报。该片

由陈建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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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了由话剧团新作牵扯出一起陈年旧

案，当事人马福礼（陈建斌饰）欲翻案

自证清白却演变成一场幽默闹剧的故

事，将于4月2日全国上映。

预告中，成为话剧原型的马福礼

重提当年旧事，一心翻案只为重拾自

尊，却不想众人各执一词，将当年案件

搅出阵阵波澜：金财铃（周迅饰）坚信

没有杀人者清者自清；金多多（窦靖童

饰）一句“我有办法”似乎要出招力挺；

屁哥（贾冰饰）捍卫哥哥李建设的声誉

强硬出面；白律师一碗毒鸡汤浇出“尊

严之争”。众人抛出各自观点，马福礼

照单全收的“对对对”令人捧腹，充满

喜剧质感。但同时这样的态度也让人

捉摸不透，引人思考：“他究竟将如何

作为”、“当年案件到底真相几何”、“最

终剧情将会发生何种走向”？

片中众人对当年案件的态度暧昧

不明，正如今日最新发布的海报一般

给人烟沙笼罩之感，九人同框的设计

将面部特写放大，每个人的眼中都看

似平和，细品却能发现其中复杂的意

味，众人或审视、或微嗔、或惊讶、或妩

媚、或霸气、或质朴等表情拼贴在一起

配上迷离的色彩使人无法一眼看穿虚

实，意趣十足。 （影子）

本报讯 河北保定市锦秀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 2021 年“学习时代楷模、

喜迎建党百年华诞”主题电影展映活

动日前启动。从 3 月 1 日起，锦秀院

线所辖各县区工作站将陆续展开此

项主题电影放映活动，为基层群众送

上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的“电影

大餐”。

本次主题电影放映活动以中宣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推荐的《李保

国》、《毛丰美》、《老阿姨》、《幸福马上

来》、《文朝荣》、《天渠》6 部精彩故事

片以及《和平方舟号》等十二个公益广

告片目为载体进行宣传放映。启动当

晚在望都迎宾广场放映的是《幸福马

上来》和《时代楷模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英雄群体——人民军队》。

尽管北方天气比较寒冷，但广场

上观影群众热情不减，一位在外地工

作的年轻观众说：“能免费看到这样

的精彩影片，让我感到家乡的人民很

幸福。”保定锦秀院线将以此次放映

活动为契机，全面展开 2021 年度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

（保定市锦秀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供稿）

本报讯 近日，雷欧尼斯 (LEONIS)
完成苏州金逸影视中心吉尼斯世界纪

录影厅 HOLOSOUND 沉浸式音频的改

造项目，该项目已投入运营。苏州金

逸影城影视中心店位于苏州影视娱乐

城，其中 1 号厅作为“全球最大数字电

影银幕”吉尼斯纪录拥有者，银幕宽

34.6 米，高 26.8 米，近 1000 平方米，其

座位数高达667个。

该厅于2021年初成功升级改造为

HOLOSOUND 沉浸式音频。厅内共计

104支扬声器，每个扬声器均采用点声

源技术，这也代表着 HOLOSOUND 刷

新纪录，而 HOLOSOUND104 只扬声器

可以让声音的细节与力度展现的更加

完美。据悉，HOLOSOUND最大可支持

256个点声源。

全 球 最 大 银 幕 与 沉 浸 式 音 频

HOLOSOUND 的完美结合，将让观众

更好融入电影，享受身临其境的冲

击感。 （杜思梦）

《第十一回》陈建斌“荒唐翻案自证清白”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学习全国电影工作会议精神

保定市锦秀院线开展主题电影展映活动

“学习时代楷模、喜迎建党百年”

本报讯 近日，舞狮题材动画电

影《雄狮少年》发布先导海报，宣布将

于今年7月暑期档上映。

该片由孙海鹏执导，《风犬少年

的天空》编剧里则林执笔剧本，讲述

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

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

比赛，经过重重磨砺，从病猫变成雄

狮的成长故事。 （喵喵）

驱动104个点声源创纪录

HOLOSOUND落户苏州金逸影视中心吉尼斯纪录影厅

科幻片《记忆切割》发布预告 动画电影
《雄狮少年》7月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