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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www.dfcc.org.cn）可供订购

影片4518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160余部。上周共有27个省

区市的 102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

片951部，共计4万余场。

上周有 3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

部，分别为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和宁

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成都金

沙院线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订

购影片超 4000场，位居榜首。放映

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

表现较为突出，回传放映卡超 455
次；辽宁新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放

映场次最多，超 18000 场。放映公

示填报方面，广西、四川等地填报

情况较好。

山东、江西开展学习贯彻落实

六中全会精神放映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多地放映队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放映活动。

山东安丘公益电影放映小分队

在柘山镇张家宅村“乡村电影院”，

为村民放映农村题材电影《花开飘

香》，放映前组织当地党员干部群众

观看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视频，走

访困难户并为他们送温暖，受到干

部群众的称赞。江西省万载放映队

以下乡放电影为载体，用“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形式宣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通过电影把党的惠民政

策送到群众身边、送到观众心上，让

公益电影放映起到深入人心、温暖

人心的作用。

成都恢复公益电影放映

11月24日，由于疫情已暂停20
余天的成都公益电影放映全面解

封。成都金沙院线上周夺得影片订

购周榜首，订购了《浴血反击》、《反

毒风暴》、《极度危机》、《捍战 2》等

22 部影片共计 4282 场。截止到 11
月26日，累计订购191部影片，共计

66817 场，比 2020 年全年订购总数

（56005场）增加了19.31%。

成都金沙院线建立以流动放

映、室外固定点放映、乡镇室内固定

点放映的三级公益电影放映模式，

覆盖全市各个村落和涉农社区，一

方面流动放映满足了偏远山区农村

群众、特殊人群看电影的需求，另一

方面通过社区固定放映点固定放

映、乡镇室内固定放映满足了社区、

乡镇群众看好电影的需求，公民享

受均等化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截至

目前已建立室外固定放映点 680余

个、乡镇室内固定放映点20余个。

40多部新片登陆农村市场

新片方面，《关于我妈的一切》、

《龙虎武师》等 40 余部影片上周登

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和DMCC
APP，院线、放映员和群众可以第一

时间通过DMCC APP查询、了解、订

购上述影片。

《关于我妈的一切》围绕一位普

通母亲的生活展开，讲述了在为家

付出的妈妈季佩珍，在即将迎来退

休生活时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突破

了儿女视角叙事的偏见，把话语权

交给了妈妈，让她来告诉观众关于

她一生的故事。纪录片《龙虎武师》

汇集了洪金宝、程小东、甄子丹、钱

嘉乐、元华、袁和平、熊欣欣等知名

“武术家阵容”，全方位揭示了香港

武师 60多年来的沧桑巨变，展现了

功夫电影人的人生轨迹，向香港无

数为动作片搏命奉献的龙虎武师们

致敬。同时登陆农村电影市场的还

有动画片《潜艇总动员：地心游记》、

《太空熊猫英雄诞生》、《小公主艾薇

拉与神秘王国 2》。此外，“水浒传”

系列古装电影《石将军石勇》、《双鞭

呼延灼》、《小旋风柴进》等影片也值

得关注。

故事片订购方面，战争题材影

片《极度危机》、《举起手来》、《三原·
一九三七》订购排名靠前，深受农村

观众欢迎。科教片方面，《电瓶车安

全小故事》、《扫黄打非警示录》、《儿

童步行交通安全》订购排名靠前，

2021年单片的订购场次均已突破十

万场。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截至 11 月 25 日 8 时许，

电影《长津湖》票房达到 56.95 亿元，

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冠军。11 月

26 日 14 时许，在上映第 58 天，《长津

湖》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首部票房过

57 亿元的影片。

为了全景式再现这场战役的全

过程，主创团队经过了 5 年多的剧本

打磨，两年多的细致筹备，超过 7 万

人次的群众演员参演，超大规模的服

装道具军事装备准备，以及超百公里

的战役战术设计。监制黄建新在采

访中透露，算上平行重叠拍摄的时

长，全片剧组工作日共达 460 多天，

仅摄制组前期现场工作人员有 7000
多人。在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技术公

司就达到 80 多家，包括中国和美国、

英国、印度、韩国等国内外诸多公

司，仅一个“仁川登陆”的镜头制作

时间就长达 10 个多月。

“史诗大片”的制作，离不开剧组

团队的默默付出，更离不开无数后期

制作团队及数字化技术的全力支

援。其中，由赞奇科技打造的云渲染

公共服务平台“渲云”，借助华为云

的技术底座支持，为《长津湖》后期

团队提供了渲染算力。

经过四年的打磨，“渲云”公共服

务平台于 2014 年正式进入市场推广

阶段，近年来参与渲染了《我和我的

祖国》、《急先锋》、《特警队》、《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唐人街探案 2》、

《捉妖记 2》、《熊出没之雪岭熊风》等

影片。

江苏赞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金伟介绍，在成立之初，赞奇科

技就创建了一定规模的私有云机房，

并利用私有云输出渲染产品及服务，

立志要打造互联网可视化生态。但

随着电影行业对可视化精致程度的

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云渲染平台需要

选择更便捷、更快速、更具有效率的

服务方式。如果持续用私有云来提

供服务，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服务

承载的体量也得不到提升，所以决定

尝试公有云服务。

在类比了市场上所有的公有云

产品之后，赞奇科技选择了华为云。

据了解，“渲云”平台所需的华为云

超强大渲染算力源泉，来自华为云全

球最大的渲染基地——乌兰察布华

为云数据中心。

该数据中心总投资超过 60 亿人

民币，打造可容纳 50 万台服务器的

超大规模资源集群，将为影视、建

筑、医疗等多个行业提供了“万核渲

一图”的算力。

以一部 90 分钟的 3D 电影为例，

同样成本下，在华为云乌兰察布区

域，原本需要六个月的渲染任务如今

只需两周就能完成。特别需要强调

的是，华为云能够在乌兰察布区域提

供“万核渲一图”的渲染能力，结合

40GB/S 带宽、150 万 IOPS 存储性能，

可支撑 5000 虚拟机并发渲染读写，

以及百万核渲染专属资源池，能够极

大地缩减超大型项目的交付时间。

如今，华为云乌兰察布数据中心

已经为赞奇科技、墨境天合等众多

影视制作行业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超

过 30 万核的云渲染算力，包括《流

浪地球》在内的等许多国产优秀电

影背后，都有来自于华为云的渲染

算力加持。

正如赞奇科技董事长梅向东接

受采访时所说，国内的云渲染市场正

呈现从无序到有序、从私有云到公有

云、从不专业到专业的快速转变，这

种趋势已经成为一个潮流，成为未来

行业发展方向。

（影子）

本报讯 2021 年中国电影博物馆

国际电影展映 ——爱尔兰电影展”将

于12月4日浪漫启程。影展由中国电

影博物馆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

责任公司承办，北京数梦文化有限公

司，影和广告协办，精选了《布鲁克

林》、《初恋这首情歌》、《飘零玫瑰》、

《动物奇缘》、《秘密手稿》和《龙虾》等

六部佳作搬上大银幕，与影迷朋友们

共同领略爱尔兰电影的独特魅力。

爱尔兰电影的风格大多浪漫婉

转，又不失现实主义气息，本次影展精

选的六部影片，无一不体现出了爱尔

兰电影的独特性与艺术性。《布鲁克

林》是影迷津津乐道的一部佳作，由著

名爱尔兰导演约翰·克劳利创作，曾入

围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和第

73届金球奖影后提名。讲述了女主角

艾莉丝在异国情缘和家乡的眷恋中如

何进行人生选择的故事。《初恋这首情

歌》充分发挥了爱尔兰电影对音乐元

素的独到运用。故事背景设定在1980
年代初期的都柏林，本片凭借出色的

剧作和视听风格获得第74届金球奖最

佳音乐、喜剧片提名。《飘零玫瑰》（又

名《罗茜》）根据布克奖得主罗迪·道尔

笔下的当代戏剧改编，影片用使用纪

实的风格描写了一个颇具悲剧意味的

故事，揭示出爱尔兰社会的人情冷暖

和复杂图景，影片荣膺当年都柏林影

评人协会奖最佳爱尔兰影片与伦敦爱

尔兰电影节最佳剧情片。

《动物奇缘》曾获评2018年阿贾尔

青年电影节评审团奖最佳故事片、

2018年卡斯特里尼亚国际青年电影节

银城堡最佳儿童故事片。《秘密手稿》

根据爱尔兰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同

名小说改编，由三度获得奥斯卡提名

的著名导演兼编剧吉姆·谢里丹担纲，

“秘密手稿”，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

秘史。奇幻影片《龙虾》是一部优秀的

“反乌托邦”作品，也是被誉为斯坦利·
库布里克接班人的欧格斯·兰斯莫斯

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凭借超然的想象

力和成熟的叙事结构，获得戛纳电影

节金棕榈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

提名和金球奖音乐/喜剧片最佳男主角

提名等。

本次展映影片质量上乘、风格各

异，有较高的可看性。影展于 12 月 4
日开始持续至 12 月 12 日，可通过“中

国电影博物馆”与“首都之星艺术影

厅联盟”公众号了解最新展映资讯，

并通过猫眼、淘票票、大眼睛票务在线

购票。 （木夕）

本报讯 由陈思诚监制、戴

墨执导的电影《误杀 2》近日发

布了一组“小虫说”版人物海

报，“小虫的作文”系列再出新

番，群像集体登场，呈现人性善

恶百态。影片由肖央、任达华、

文咏珊、陈雨锶、宋洋、李治廷

主演，全新阵容演绎全新故事。

“小虫说”版人物海报以林

日朗儿子小虫的视角撕开一众

角色的神秘面纱，林日朗（肖央

饰）、张正义（任达华 饰）、阿玲

（文咏珊 饰）、李安琪（陈雨锶

饰）、达马（宋洋 饰）、萨丁（李治

廷 饰）、宋民（张世 饰）、当堪

（尹子维 饰）、龙丹（姜皓文 饰）

和小虫（王昊泽 饰）轮番登场，

孩童田字本上稚嫩的笔迹搭配

每个角色迥然各异的神态和人

物标签，展现出精彩纷呈的众

生相。

《误杀 2》由万达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厦门恒业影业有限

公司、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不好意思影业有限

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出品，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

12月17日全国上映。 （花花）

华为云“万核渲一图”
为《长津湖》云渲染护航

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爱尔兰电影展

《误杀2》发人物海报12月17日全国上映

本报讯 由张小磊执导，陈柏

霖、郭采洁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

《曾经相爱的我们》日前宣布提档

并发布全新海报，将于 12 月 10 日

提前与观众见面。

影片讲述了都市男女 Allen（陈

柏霖 饰）与梦婕（郭采洁 饰）相识相

爱，又因为种种现实因素放手，却于

人海中再次相逢的故事，两人的“锥

心虐恋”将在这个冬日提前上演，相

信又将是一部年度“催泪弹”。提档

海报中，Allen 与梦婕尚处在彼此相

爱的时期，殊不知未来二人将会面

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折磨与猜忌，

至于是勇敢再爱还是彻底放手，12
月 10 日，一起走进电影院，感受这

份艰辛爱情。

（花花）

本报讯 日前，《凡人英雄》发布终

极海报。影片由姚文逸执导，喻恩泰、

衣云鹤、陈昊领衔主演。此前影片在

武汉和北京举办双城首映，不仅有主

创圈内好友现场点赞，触发了疫情亲

历者和志愿者群体的感动回忆。

该片以小人物喜剧路线切入，

用多线叙事的结构和轻松诙谐的手

法，讲述了在疫情暴发初期，武汉这

座英雄之城中的普通人互帮互助、

重启生活的故事。在终极海报中，

喻恩泰、衣云鹤、陈昊三人分别戴着

手绘涂鸦的童趣口罩，微笑中含着

深情的泪水凝视前方，似乎有千言

万语想要诉说。 （花花）

《凡人英雄》谱写疫情之下奋斗群像
《曾经相爱的我们》提档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