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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统计，截至 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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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余

部。上周（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新增

9 部影片，全部为故事片。

上周有 30 个省区市 150 条农村

电影院线订购影片，共计 1200 余部，

约 25 万场。11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

部，其中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

线、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订购超 200 部。4 条院线订购

影片过万场，其中运城新影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场次最多。

放映方面，上海东方永乐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最

多，超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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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场。

国家电影局部署开展“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影片展映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更好发挥电影特殊重要作用,大
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

的浓厚氛围，国家电影局近日部署于

2021 年 4 月至 12 月在全国农村、城市

社区、校园开展主题放映活动，共计

展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百余部优秀

国产电影，主要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党史军史题材、英模题材、现实生

活题材等。

4 月展映片单中《南征北战》、《上

甘岭》、《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

军》、《地雷战》、《红日》、《小兵张

嘎》、《英雄儿女》、《百团大战》、《金

刚川》10 部影片目前在电影数字节目

交易平台（http://www.dfcc.org.cn）可供

订购。其中《金刚川》自 2021 年 2 月

登陆农村市场以来已有 130 条院线

订购约计 28000 场。

公安英模题材电影《吕建江》日

前登陆农村市场，该片根据石家庄市

公安局民警吕建江的先进事迹改编

而成。吕建江同志十三年扎根基层，

积极探索为民服务的多种方法，以真

诚赢得百姓信任，最终成为当地百姓

和广大网民的主心骨。2017 年吕建

江积劳成疾，不幸病逝，被追授“时代

楷模”称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以及入选“新中国最美奋斗者”名单。

多地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农村电影主题放

映活动

根据国家电影局下发的《国家电

影局关于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

知》精神要求，浙江义乌、江西于都、

江苏扬州、山东德州等地近日开展了

“永远跟党走——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主题放映活动。

义乌院线将组织辖属放映员深

入到全市各企业放映主题鲜明、重点

突出的红色影片，推进党史教育深入

开展。于都县文广新旅局利用节假

日定期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

广场放映红色电影，全力服务与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扩大党史学习教育的

影响力。扬州邗江区开展“跟着电影

学党史，百场经典进校园”主题教育

活动，同时在区属中小学组织红色书

法、绘画、征文评选展示等活动，把爱

国、敬业、励志贯穿于校园生活。德

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教育部门

联合举办“红色电影进校园”展映活

动，充分发挥红色电影在青少年思想

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让爱国主义

教育、红色基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

进头脑。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将在中

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辟专区对各

地组织的主题放映活动进行集中展

示。请各地电影管理部门、农村院线

在主题放映活动结束后及时将视频、

图片、文字等资料汇总至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 dmccnews@dmcc.org.cn。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近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

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旭

光的最新学术专著《电影工业美学研

究》，作为“中国文联文艺出版报刊精

品工程项目”，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

公司出版。该书共计44万余字。

作者在该著作中提出并初步建构

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学术话语体

系。该理论系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现

实背景下，对当代电影生产实践的学

理思考、理论提升和体系性建构。该

著作通过对以“新力量导演”为主体的

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实践的总结，

对“电影是什么”（何为艺术）、“电影有

什么用”（艺术何为）、“电影怎么做”

（艺术如何）等本体问题、功能问题以

及工业产业问题的重新思考，也是对

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所做一种兼具观

念革新意义、现实发展需求和理论建

构方法论意义的“顶层设计”。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主张电影产业

观念与类型生产原则，主张在电影生

产中弱化感性自我，代之理性、标准

化、规范化，主张导演游走于工业生产

的体制之内，做好“体制内作者”，探索

“制片人中心制”，尊重投资人和作为

“常人”即大多数普通观众的接受特点

和市场规律，但又兼顾电影艺术追求

和文化品格，追求电影艺术性/商业性，

体制性/作者性的平衡和“张力”，实现

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该理论以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

“中层理论”为方法论，持电影作为大

众文化的立场，以美学中的技术美

学、理性美学、工业美学为理论资源，

紧密联系中国电影的创作现实和产

业现状，试图建构一个互补辩证、兼

容综合且务实有效的理论体系。该

理论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建构：作为

影像之源的客体世界或想象世界；作

为生产者的生产主体；作为本体的电

影形态、作品，如电影创意、剧作和品

牌；作为接受与传播的第二主体的观

众及媒介，如受众和营销研究，并以

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中国科幻电

影、类型电影等为例进行批评实践与

个案分析。

此外，该专著还研究了工业美学

视域下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的现代影

像转化，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国电影学

派，电影工业美学的批评标准与电影

评价体系建构，电影的想象力问题与

“想象力消费”，电影的“空间生产”与

工业美学的分层，新力量导演的三种

“生存”（网络化、产业化、技术化）等重

要的、“接地气”的、颇具前沿探索性和

创新价值的电影研究课题。

（李清晨）

本报讯 近日，电影《只是一次偶然

的旅行》宣布定档 6月 18日全国公映，

该片由李孟桥自编自导，窦靖童主演，

贺开朗特别出演，是窦靖童首次挑战

银幕女主作品。片方同步释出最新海

报展露影片气质，不同于此前黑白文

艺质感，此次画面中窦靖童躺在飞舞

的五彩经幡之下，惬意而自由，被蓝色

的海水包裹。影片已入围第50届鹿特

丹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讲述了一

个女孩踏上挣脱束缚、探寻自我旅途

的故事。定档海报中，窦靖童戴着泳

镜惬意躺在阳光之下，色彩浓郁的经

幡摇曳在似天空也似海水的蓝色里，

幽默又带有超现实的意味，窦靖童饰

演的女孩仿佛停留自由和束缚的边

界，“见人见智”的文案预示着如何的

相逢和收获，让这趟旅程愈加神秘。

关于电影“探寻自我”的主题，正如窦

靖童此前曾表示：“在这个世界上，你

有A组问题，我有B组，我们可能没有

办法做到完全的相互理解，如果你不

接受你自己，就很难接受世界。”

电影中，窦靖童为影片原创倾情配

乐，力图展现女孩丰沛饱满的内心世

界。作为新世代青年的代表，窦靖童在

她的音乐中体现足够的精神思考。“自

我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猛兽，你如果不断

去喂它，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跳脱出封闭的内心环境，每个人都应该

尝试着沟通连接。纵观她此前的作品，

风格多元前卫，但也多以真诚的自我成

长内核为讲述，亲和而能引发共鸣，有

了情绪联通的可能性。如今“首挑大

梁”，挑战银幕影像，窦靖童势必在表演

中投射更多的纯粹性表达，少女内心的

失落与热忱、放下与坚守，都将在《只是

一次偶然的旅行》中显现。 （杜思梦）

本报讯 3月31日，以壮族民俗“抢

花炮”为题材，全程在广东清远取景拍

摄的电影《抢花炮》在清远万达影院举

行了首映仪式，正式拉开了该电影全

国区域公映的序幕。

首映仪式由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

指导、中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县

人民政府主办、清远广播电视台承办。

清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黄晨光以及市委统战部、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连山县委、县政府等有关

负责同志参加了首映仪式。电影《抢

花炮》导演吴卫东，制片人张彩虹，编

剧李新华、杨振林以及主演张智坤、伍

莹、胡永涛等也来到首映仪式现场，为

电影的正式上映加油助威。

《抢花炮》是一部以传统民族体育

项目为载体、以人物成长励志为核心

的电影。该片由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

心、清远广播电视台和北京述宁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清远市委宣

传部指导、连山、阳山县委县政府等协

助拍摄。

该电影不仅是现实题材、农村题

材，而且还是非遗项目、民族题材，既

然贴近了乡村振兴的主题，还反映了

清远脱贫攻坚的风貌，展现了清远美

丽乡村建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成

果，并把体育竞赛和青春、励志、成长

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连山少数民族积

极向上、敢于拼搏、团结一致的民族精

神，也带动了少数民族体育事业的发

展，促进了民族团结。主办方表示，电

影上映之后，对清远的人文历史、传统

文化、民族文化和城市形象等都是一

次很好的宣传和推广。

“抢花炮”是流行于壮族、侗族等

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民族特色，至今

已有 500多年历史。从 1986年举行的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始，“抢花炮”就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之一。“抢花炮”同时也是一项勇敢者

的运动，因在比赛中运动员对抗性激

烈，所以也有“东方橄榄球”之称。

近日，电影《抢花炮》出品方在北

京举办了专家观摩研讨会。专家一致

认为，该片关注了边远山区壮族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与命运，散发着浓浓的

乡土气和泥土味；在人物塑造上也颇

为成功，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每个人物

的性格与技能特征清晰明了、生动有

趣。同时又通过壮族青年陆上飞等人

的励志故事，以小见大地表现了“幸福

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以及“中国梦是

我们每个人的梦”的主题，紧扣时代脉

搏，彰显时代精神，与实现中国梦进程

同频共振，充满了正能量，给人以精神

上的洗礼。

在研讨活动过程中，影片出品方

还将电影拷贝捐赠给中国电影资料

馆，正式作为国家电影档案由中国电

影资料馆永久保存。

（影子）

电影《抢花炮》3月31日全国公映

活动现场

本报讯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四

海唐人街店）近日开业，影城力主

“传播电影文化，展现电影魅力”，是

古城西安的一家以潮流概念和电影

文化为载体的高端创意影城，专注

为西安市民呈现当代最先进的视听

享受，真正展示影城独有的娱乐、休

闲、专业、高端的服务魅力。

影城地处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

路与凤城三路交汇的四海唐人街

商体内。拥有 8 个影厅，其中包括 1
个 CGS 中国巨幕厅、1 个 THX-DTSX
巨幕厅。另有杜比全景声、临境音

等先进的声效技术，保证了影城全

方位的视听效果。影厅之间的配

比既结合了当下消费的流行趋势

又满足了不同观众对于观影服务

的要求。

CGS 中 国 巨 幕 厅 ，幕 高 达 12
米，宽达 23 米，配比杜比全景声。

厅内采用座椅高起坡的独特设计

充分保证了银幕画面上下左右无

遮拦包围观众。两台亮度最高的

巴可 4 万流明数字放映机（世界最

高亮度）保证了观影效果的绝对明

亮。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是由

杜比实验室研发并推出的应用于

世界一流影院得声效技术。杜比

全景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 5.1、
7.1 声道的概念，能够结合影片内

容，呈现出动态的声音效果，更真

实的营造出由远及近的音效。

THX-DTSX 巨幕厅是由《星球

大战》系列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

创建的 THX 国际认证品牌厅，致力

于为观众打造高品质的观影环境，

承诺以最佳视觉与音效体验准确传

达艺术创作者的视野。中影星美国

际影城（四海唐人街店）紧跟国际潮

流，打造世界最先进的影厅水平，为

西安市民带来真正的观影科技。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和四海唐人

街的结合是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品

牌与品牌的聚首。对于爱时尚、爱

文艺、爱高端、爱创意的都市年轻

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未来

中影星美院线以专业的服务来与

影城配合，力争成为西安电影市场

新一年的主力军，为这座古老的城

市注入新的活力。

（杨帆）

本报讯 第 45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于 4 月 1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

式。电影《七人乐队》作为电影节开幕

影片，在文化中心大剧院进行了放映，

这也是影片在香港的第一次亮相。导

演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

琪峰与演员洪天明、余香凝、元华、林

恺铃、胡子彤、徐浩昌、伍咏诗、任达

华、龚慈恩、张达明、刘国昌、林雪等到

现场与观众互动，主创阵容首度集结。

《七人乐队》聚焦于香港一城的时

代变迁，七位导演通过抽签各自负责

一个故事的执导拍摄工作。

洪金宝现场表示，自己非常幸运

可以抽到五十年代，刚好他非常想拍

摄香港五十年代的故事，在《练功》中

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许鞍华说：

“我觉得可以和其他几位导演合作拍

这部《七人乐队》感觉非常好，用胶片

拍摄这个创意我也觉得很好，因胶片

拍出的画面质感是不同的，《校长》这

部影片我个人觉得最打动人的是那

个年代的小学生及片中所讲述的感

人的爱情故事。”《别夜》的导演谭家

明表示，因他抽到的是八十年代，“那

个年代的香港移民潮给了我灵感，年

轻人面对离别的爱情故事更打动了

我，我相信也会打动观众。”导演袁和

平执导片段《回归》，他表示：“我就是

想讲一个子孙两代的亲情故事，两个

较为陌生的爷孙，到最后都会为了对

方而改变。”杜琪峰导演表示自己拍

摄《遍地黄金》最想讲的还是一个宿

命和机遇的故事，谈到徐克导演的

《深度对话》，杜琪峰说：“徐克导演是

什么都可以拍的，他的那段故事究竟

讲了什么，还是观众自己看吧，希望

观众看完《深度对话》后会开开心心

离开电影院。”在说到自己的老友林

岭东导演，杜琪峰导演说：“林岭东导

演的《迷路》令我感觉到是一个新的

不同的林岭东，如果林岭东导演还在

世，他一定可以拿到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

《七人乐队》此次在香港国际电

影节的开幕放映，亦是该片自完成之

后在香港的首次亮相。放映结束后，

影片收获无数好评。观众多被片中

无处不在的真挚情感，以及或浓烈、

或温暖、或犀利、或冷峻的情绪所浸

染，在影片的绵长余韵中，徜徉回味，

不愿离去。

该片由中影寰亚、寰亚电影出品。

（杜思梦）

古城西安添新“潮店”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四海唐人街店）开业

开幕片《七人乐队》主创齐聚香港国际电影节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定档6月18日

陈旭光最新学术专著《电影工业美学研究》出版
于都县红色电影放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