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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23年第6周全国有

26个省区市的87条农村电影院线

订购761部影片，共计约9.6万场。

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

影中心和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

线订购影片超百部，江西欣荣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场

次超万场。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放映回传工作

完成较好，回传放映卡约 180 次，

回传放映场次约3300场。

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www.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

4200 余部，其中 2021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290 余部。当周平台新上

影片中可关注乡村振兴题材电影

《黎乡遇见你》。

该片是一部以海南黎苗族为

故事背景，依托热带特色农业发

展，致力于塑造海南品牌的电影，

由第 19 批中组部、团中央（来琼）

博士服务团成员参与策划与创

作，通过讲述邱启辰三兄弟带领

黎族村乡亲走出贫困的故事，向

人们展现了广大创业青年在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新风采。

功夫电影受青睐

关爱儿童科教片引关注

从订购数据来看，以《木棉袈

裟》、《精武英雄》等为代表的几部

经典功夫片近期特别受到院线青

睐，同时连同一批以传统武侠故

事为蓝本创新演绎的功夫电影订

购走势也节节攀升，如《武松血战

狮子楼》、《太极先锋》、《霍元甲血

战津门》、《南少林永春拳之开山

始祖》等表现都可圈可点。

其中《南少林永春拳之开山

始祖》为系列电影《南少林永春

拳》的第一部，另外两部《南少林

永春拳之坚贞永护》、《南少林永

春拳之突破重围》也可在交易平

台订购。《南少林永春拳》三部曲

以福建省福清市南少林寺为题材

和拍摄地摄制，主要反映了南少

林寺在历史变革中对中华传统武

术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科教片方面，随着全国各地

中小学陆续开学，关注儿童健康

安全题材的影片订购量所有提

升，《儿童安全小剧场-防电篇》、

《儿童预防溺水常识》、《儿童用眼

健康常识》、《儿童成长各阶段营

养》等排名均较为靠前。

多地开展放映设备升级和

放映员培训工作

春节假期过后，各地农村院

线相继开展放映设备升级和放映

员培训工作，以更好服务和保障

2023年度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广西八桂农村院线作为省级

院线，对辖区在册700多套数字电

影放映设备开展巡检工作，确保

近三年来换代升级的设备能够高

效运行。甘肃省甘南州、临夏州

发放一批激光数字流动放映设

备，每台包含播放器、功放、投影

仪、摄像头、三脚架、音箱、银幕

等，更新后将使部分设备老旧、声

光质量下降带来的问题得到极大

改善，为群众提供了更优的观影

体验。

陕西省咸阳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对全市 176 套农村

电影放映设备进行集中维护审

验，同时对放映员技能、资格进行

培训和年审。四川省德昌农村电

影放映服务中心召开2023年放映

员培训会，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安全培训、护林防火、放映

技能等四个方面。西藏自治区那

曲市色尼区开展公益数字电影放

映技术培训，根据当下农牧区公

益电影形势，重点对放映服务流

程及放映设备的正确使用、故障

维修，以及放映标准和规范进行

了讲解。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出品、改编自现象级游戏 IP 的电影

《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定档3月31
日，同步北美上映。

全球超过四千万玩家的《龙与地

下城》早已成为西方流行文化的标

志，图书销售额超过 10亿美元，在美

剧《怪奇物语》、《生活大爆炸》中更是

被多次提及。此番被改编并搬上大

银幕，无论对影迷亦或是游戏玩家，

都是一次不可错过的新鲜体验。影

片将呈现充满想象力的有趣世界观，

无论是龙裔、矮人、精灵、半兽人等种

族，还是吟游诗人、德鲁伊、野蛮人、

圣武士、术士等职业，甚至形态各异

的怪物与强大的巨龙，都尽数展现。

定档预告中，酷炫场面炸裂上

演，新奇怪物接连登场，由吟游诗人、

野蛮人、术士、圣武士和德鲁伊组成

的侠盗联盟踏上险象环生的夺宝之

旅，树敌众多的他们屡次陷入绝境。

当邪恶的气息不断蔓延，他们能否战

胜赛尔红袍女巫与其率领的“不死军

团”？3月31日，即将揭晓。（杜思梦）

本报讯 2 月 11 日，《速度与激情

10》发布首支预告片，陪伴了影迷们

20 多年的“速激”系列拉开全新序

幕！自电影海报发布后，万众瞩目的

《速度与激情 10》首支预告片继续引

爆期待。

预告片中，极恶反派霸气登场，

掳走了唐老大的儿子小布莱恩，并将

整个飞车家族置于有史以来最危险

的境地之中，飞车家族为此再次集

结，与反派团伙展开生死竞速。同

时，预告片中穿插的《速度与激情》前

作片段，似乎暗示着反派与唐老大和

布莱恩之间扑朔迷离的羁绊。当家

人陷入危机，唐老大面临着艰难的生

死抉择，飞车家族能否再次化险为

夷？全擎出击的他将迎来一场怎样

的巅峰对决？充斥着悬念与谜团的

全新故事让人充满期待。

作为飙车爽片的经典之作，《速度

与激情10》回归初心，将飙车大戏做到

极致，预告片中摩托、赛车、飞机齐上

阵，在闹市、崖边、赛道、公路上风驰电

掣，疾速追逐的画面配合高亢飞扬的

引擎轰鸣声，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感官

神经，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尤其是唐

老大与直升机的公路追逐战，一记“神

龙摆尾”让两架直升机直接对撞，场面

火爆刺激，让人大呼过瘾。此外，预告

片中的动作肉搏戏也同样出彩，唐老

大与反派之间的强强对决，高能对轰，

拳拳到肉，精彩绝伦。结尾暴躁莱蒂

与霸气塞弗的动作戏也是不可错过的

精彩亮点。 （杜思梦）

本报讯 2 月 13 日 消 息 ，DC 电

影《闪电侠》正式预告发布。该片

将是 DC 首部以闪电侠为主角的

真人独立电影，由安迪·马希提执

导，伊萨·米勒、班·艾佛列克、麦

可·基顿、萨莎·卡勒、凯尔西·克

莱蒙、玛莉贝尔·维杜和荣·利文

斯通等主演。影片将于 6 月 16 日

北美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新锐青年导演郭

修篆执导，李茂、林哲熹领衔主演，何

泓姗、巴图主演的电影《不二兄弟》宣

布将于3月3日上映。

定档预告以哥哥文光（李茂 饰）

与弟弟文修（林哲熹 饰）两兄弟的真

挚感情为主线，穿插着彼此的困境、

梦想等现实问题，以二人的经历映射

当下社会许多成年人的生活现状，展

现出即便生活万般不易、仍要昂首向

前，并终将迎来希望的深刻内核。

与以往自闭症题材影片不同，

《不二兄弟》没有着重刻画自闭症人

群的处境，也没有刻意渲染家庭危

机，而是更多地以文光、文修两人的

经历为缩影，映射出当今社会许多

人的生活状态，让观众从他们历经

挫折、但仍心怀希望的坎坷人生路

中看到自己，并从中汲取力量。导

演表示：“这部戏就是我的真实经

历，我其实和文光很像，我拍这部片

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放弃希望，你看文修，他承受

的苦应该是很多人想都不敢的，可

是他有再多崩溃，就有更多一次站

起来的样子，也希望观众朋友们看

过这部片子之后，能够相信，我们的

生活始终有光。”

电影《不二兄弟》由厦门满满额、

佛山雍腾、厦门广电、上海尚世、上海

日月星、北京中天星辰出品，中国残

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指导制作。

（杜思梦）

电影《不二兄弟》定档3月3日

本报讯 环球影业宣布由“恐怖大

师”华裔导演温子仁担任制片人，集科

幻、惊悚与幽默于一体的电影《梅根》

中国内地定档3月17日。

影片讲述具有高度人工智能的机

器人“梅根”，原本计划成为同龄女孩

的玩伴和家庭一员，却在对女孩的过

度保护中逐渐失控，继而演变成一场

场杀戮，让人类陷入巨大危险和恐

惧。 （杜思梦）

本报讯 新海诚新作《铃芽之旅》

释出定档海报，宣布中国内地定档 3
月 24日。影片在日本上映后首周末

票房成绩超越导演新海诚前作《你的

名字。》、《天气之子》，被观众誉为“最

好的新海诚”。

新海诚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铃

芽之旅》凝结了他十年的心血。影片

讲述了高中生铃芽在上学途中偶遇

神秘的闭门师草太，从此并肩踏上了

奇幻的冒险之旅。为了关上一扇扇

灾祸之门，她辗转日本各地废墟，旅

途中遇到的人和事让她对亲情、友

情、爱情都有了更好的理解，完成了

自我的治愈和成长，同时给予观众重

新出发的勇气。 （杜思梦）

新海诚新作《铃芽之旅》
定档3月24日

《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定档3月31日

《速度与激情10》首支预告发布

DC电影《闪电侠》发正式预告

电影《梅根》确认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