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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忍者神龟》系列全新

动画版电影《忍者神龟：崛起》近

日发布终极预告与终极海报，高

能剧情首次揭晓，贯穿未来与过

去的超燃场面扑面而来。影片将

于11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近日发布的终极预告中，新

角色凯西琼斯登场，他声称自己

来自未来。在未来，外星种族毁

灭了整个地球，就连忍者神龟也

败下阵来，莱昂纳多大师派他穿

越回过去找到毁灭世界的“钥匙”

并阻止邪恶外星种族的领袖——

朗格。而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

是，这个时空中的朗格也早已抢

先一步拿到了“钥匙”。黑暗笼罩

世界，末日提前降临，忍者神龟需

要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强大的

敌人。

与终极预告同步释出的还有

终极海报。忍者神龟全员亮相，露

出帅气的背影，展现坚韧的姿态：

莱昂纳多肩扛武士刀蓄势待发，米

开朗基罗挥着双节棍跃跃欲试，拉

斐尔和多纳泰罗铁拳紧握，他们的

目光注视着远方爆炸的烈火，一场

巨大的危机即将袭来。

影片由中影集团进口，中影

股份发行，中影股份译制，上海华

桦协助推广。 （杜思梦）

《忍者神龟：崛起》发布超燃终极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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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

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
可供订购影片近 4700 部，其中

2021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超 260
部。当周全国有26个省区市的

114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 974
部影片，共5.5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5条院线订购

影片超百部，其中浙江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表现最

为突出，订购超160部。山东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以5900场排

名订购第一。放映数据回传方

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

线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约420
次；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8000场。

《万里归途》亮相金鸡百

花电影节公益放映现场

11月10日，作为2022年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配套活动

之一，“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电影工作者深入基层活

动”在厦门马塘村启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作为支持单位

出席本次活动，中心主任张红

和百余名群众一同观看了公益

放映影片《万里归途》，共同感

受了新时代电影文化的发展成

果。活动旨在用电影的方式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组织号召广大电影工作者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切实承担

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优

质的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讲好中

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本周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

地福建的公益放映活动风生水

起，“八闽电影巡展”以“领悟二

十大，福影展光彩”为主题，用

电影的方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本届巡展新增

“露天电影生活节”户外主题展

映，覆盖九市一区200场影城展

映和约 300场“电影文化下乡”

公益展映，通过光影生动展现

八闽儿女的精神面貌。

截至目前，安徽池州、山东

安丘已完成2022年度公益放映

任务。安徽池州公益放映活动

覆盖全市614个村，惠及人民群

众 165 余万人次，全年共放映

《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

《战狼》等 101部优秀国产影片

7369 场；山东安丘市电影公司

在圆满完成全年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任务的情况下继续提供放

映服务，组织放映员深入乡村、

街道开展主题影片放映活动，

同时通过大银幕及时将党的二

十大精神带给广大村民，让村

民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

感受到党的富民政策。

《妈妈！》蝉联周冠

一批金鸡奖影片可供订购

《妈妈！》本周继续保持订

购强势，共有7条院线订购超千

场，蝉联故事片订购排行榜冠

军。《跨过鸭绿江》、《人生大事》

等新片大片排名靠前。

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

奖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人生

大事》《妈妈！》《独行月球》《爱

情神话》《奇迹·笨小孩》等均可

在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订

购，这些影片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彰显中国精神，欢迎广大院

线积极订购。

科教片订购方面，《错误饮

酒的危害》《拒绝舌尖上的浪

费》等引导人们健康生活、摒弃

不良生活习惯，订购排名靠前。

新片方面，《龙女孩》、《云

霄之上》值得重点关注。《龙女

孩》为中印合拍片，讲述了印度

女孩普加的热血故事。她在15
岁时目睹姐姐的死亡，一度觉

得人生失去希望，直到看了电

影《龙争虎斗》，主演李小龙成

为她的精神引领。她向中国师

父拜师，学习截拳道，逐渐走向

自强之路。《云霄之上》则以

1935年浙西南挺进师战略转移

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聚焦

战场上的“无名之辈”，是一部

体现人性以及人与战争关系的

诗性电影。该片曾获得第11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团

体）男主角、最佳摄影三项

大奖。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11月 3日，四川宜宾市珙县

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院，一场廉洁文化

教育活动在此进行，廉洁宣传视频和“学

习强国”答题通过大银幕呈现在观众面

前，把廉洁宣传送进乡镇影院。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年轻干部和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和廉洁思想教育，提升

履职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按照宜宾市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结

合宜宾市“清风满三江”廉洁文化进基层活

动，珙县上罗镇组织辖区内村级纪检委员、

党风政风监督员、年轻职工等五十余名党

员干部开展了此次廉洁文化教育活动。

在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院，党员讲解

员谢泽琴给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讲解影院

走廊灯箱上展示的上罗镇红色历史人物事

迹、红色家书、百年党史关键词和红色精

神，带大家回忆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

在影院“多维度空间”的“党建引领

主题教育空间”，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在影院“不忘初心厅”，党的二十大报告

在银幕上清晰呈现，全体党员干部进行

了学习。为增加学习方式、检验学习成

果，宜宾文传映三江院线还把“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发布的“党的二十大报告精

神”系列专项答题呈现到大银幕上，参与

活动的党员干部积极踊跃参与答题，单

人挑战和双人对战两种答题形式让现场

气氛分外热烈。大家纷纷表示，“红色主

题电影+学习强国答题”形式带来了全新

的观影理念。

映前，大家观看了《清廉之风伴我同

行》、《警钟长鸣 杜绝贪腐》、《洁净传家

一生幸福》等廉洁视频，“廉洁宜宾”和

“清廉珙县”二维码随视频放映挂角显示

供观众参与“码上举报”。

将廉洁文化宣传送进影院，珙县上

罗镇在全市率先。把“学习强国”答题带

进影院，宜宾市是全国首创。下一步，在

珙县纪委监委的指导下，宜宾文传映三

江院线将按照珙县上罗镇纪委要求，把

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院打造成廉洁文化

教育基地，在每场电影放映前播放廉洁

宣传视频，将“学习强国”答题带进各类

主题活动，让廉洁文化宣传在影院常态

化开展，让廉洁文化通过电影“飞入寻常

百姓家”。

（曾健 杨涛）

《个十百千万》

纪录片《个十百千万》生动讲述了这

场属于电影人的“战役”，无数人的团结

与努力，创造了中国影史的高峰。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纪录

编剧：曲吉小江

导演：孙扬/胡旭彤

出品方：博纳影业

发行方：华夏电影

《您好，北京》

讲述了一位创业中年人，一位快递

员和一位年轻的歌手，在北京奋斗生活

的温暖励志感人故事。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剧情

编剧：曹茜茜/吴谦/汪剑秋/王琳/任

威龙

导演：曹茜茜

主演：安泽豪/刘犇/李斐然/海一天

出品方：北京影之影视文化传媒

发行方：国影纵横

《天下无伤》

该片讲述了高科技企业之间在芯片

领域交锋中发人深省的故事。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悬疑

编剧：高奎

导演：顾珂宇

主演：徐僧/钟雷/瑛子/郭金杰

出品方：辽宁中西影业

发行方：中西友联文化传媒

《让这首歌作证》

河北省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同志创

作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

将之传唱到中华大地，激励全国人民同

仇敌忾，在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

英勇斗争。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剧情/战争

编剧：王兴东/张佑晨

导演：丁小明

主演：张傲月/黄俊鹏/王泽霖/王

乐君

出品方：厦门册立金品文化传媒等

发行方：友梦影业

《漫游》

女孩李森林的暑假作文迟迟没有灵

感，多年未曾蒙面的船工秋秋阿姨突然

造访，她道出了那年荒岛上的奇遇。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剧情

编剧：祝新/戴莹

导演：祝新

主演：姜郦/黄菁/陈燕/骆海清

出品方：午夜失焦文化传媒/杭州午

山影视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冒牌车王》

汽修技工宏光，误将“绝版”零件遗

落盲女薛薇薇家中，为了找回丢失的东

西，宏光无意中伪装成车王与薇薇进行

交往，一场错位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剧情/喜剧

编剧：刘海力

导演：刘海力

主演：刘頔/付赫安琪/庞勇

出品方：河南新视线影业

发行方：华夏电影

《相见在鸾峰桥》

杨渝屏因制订规划缺乏实践引来非

议，经过临县考察明晰了思路，脱贫、茶

叶创牌、乡村旅游“三大目标”得到认可，

让下党村实现了从脱贫到乡村振兴的新

起点的跨越。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剧情/爱情

编剧：晶清 / 徐宝琦 / 衣洪波

导演：衣洪波

主演：徐香颖 / 吴博威 / 吴玉芳

出品方：晶品文化传媒

发行方：晶品文化传媒

《不一样的九零后》

一群九零后毕业生走出校园面对社

会、经济、道德人心的变化，他们的创业、

恋爱将呈现出一副中国现代新人类的动

人篇章。

上映日期：11月20日

类型：剧情

编剧：赵鹏

导演：温国庆

主演：闫佳颖/杨宵等

出品方：北京潇龙影视文化/湖南帝

马钱加亿影视等

发行方：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中心

《忍者神龟：崛起》（美）

2044年的纽约，大反派朗格勾结外

星恶势力试图毁灭地球。莱昂纳多的弟

子凯西肩负起这一使命，和忍者神龟莱

昂纳多、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多纳泰罗

汇合，开启了拯救世界的行动。

上映日期：11月19日

类型：动画/冒险

编剧：托尼·加玛-罗伯等

导演：安迪·苏里亚诺/安特·沃德

出品方：美国维亚康姆国际集团

发行方：中影股份

《杀掉那个魔术师》（俄）

著名魔术师罗曼诺夫三兄弟正准备

他们的新魔术表演，本以为一切准备完

好，然而在表演过程中，女助手凭空消失

在道具水箱中，不见踪影……

上映日期：11月19日

类型：悬疑/惊悚

编剧：谢尔盖·切特韦兴等

导演：奥列格·阿萨杜林

主演：安德烈·伯科夫斯基/帕维尔·
切纳廖夫/丹尼拉·亚库谢夫

出品方：俄罗斯创新娱乐/M影业

发行方：中影股份

《坠落》（美）

贝姬与丈夫都是极限运动爱好者，

然而在一次攀岩中，丈夫意外坠崖不幸

丧生，这场灾难给贝姬的内心带来了巨

大的创伤，她疏远了周围所有人，沉浸在

失去恋人的痛苦中……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动作/冒险

编剧：乔纳森·弗兰克/斯科特·曼

导演：斯科特·曼

主演：维吉尼亚·加德纳/格雷斯·卡

罗琳·柯里/梅森·古丁

出品方：美国顶石影业

发行方：华夏电影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日）

万圣节之际，柯南等宾客正在见证一

场婚礼，突如其来的暴徒向佐藤扑去。高

木为了保护佐藤而受伤，好在性命无忧。

可这时映入佐藤眼里的，是三年前爆炸事

件松田阵平殉职时出现的死神的幻影，这

一次出现在了高木的身上……

上映日期：11月18日

类型：动画/悬疑

编剧：大仓崇裕/青山刚昌

导演：满仲劝

出品方：日本株式会社TMS娱乐

发行方：中影股份

◎新片

“清风满三江”廉洁文化走进四川宜宾乡镇影院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预售全面开启

本报讯 第 25 部《名侦探柯南》剧场

版《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已全面

开启预售，同时发布预售海报、警校五人

组版预告及海报，不仅定格性格迥异的

五人在警校的美好时光，更揭开他们曾

经并肩作战热血破案的往日故事，回忆

杀直击人心。影片海外上映票房口碑大

爆，日本票房登顶柯南历代剧场版第一

名，更成为近十五年评分最高的剧场版。

影片同时释出的警校五人组版预告

及海报，预告展现了安室透为主的警校

五人组默契合作高能场面。安室透是降

谷零的化名，表面职业为私家侦探、波洛

咖啡厅服务员，真实身份为日本公安警

察派入黑衣组织的卧底，在预告的最后，

安室透也帅气地喊出“我是公安警察

——降谷零”。

《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在日

本累计票房收入突破 97.4 亿日元，超越

《名侦探柯南：绀青之拳》保持的 93.7亿

日元纪录，成为柯南系列剧场版历代票

房第一。影片将于 11 月 18 日登陆中国

内地影院。

（杜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