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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演员谢园生前主演的最

后一部电影《鸡毛蒜皮也是事》日前登

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该片讲述

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传

承和发展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了基层

调解工作的不容易。

新片方面还可关注灾难冒险题材

电影《搜救》。该片由演员甄子丹主

演，讲述了一位父亲深入极寒禁区舍

身救子的故事。

此外，交易平台又推出功夫题材

系列电影《八卦掌》的两部影片：《八卦

掌之暗战》和《八卦掌之鹰飞》。《八卦

掌》系列电影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

以传统武术流派“八卦掌”的传人董海

川和程茂华师徒为主人公，讲述了他

们用尽一身武学为国为民，投身救亡

图存运动的故事。该系列电影的其他

几部还将陆续更新，可持续关注电影

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和DMCC APP。

本报讯 近日，中国电影基金会

“全民国防教育万映计划”（简称“国

防万映”）优秀影片扶持计划入选影

片《巧渡金沙江》创作研讨会在中影

集团举行。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

张丕民，副理事长阎晓明、姜涛，国家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

小组的专家明振江、陆文虎、肖裕声、

史东明，四川省会理市委书记陈方

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美桦、副

市长沙马依作和影片《巧渡金沙江》

的主创人员参加。

《巧渡金沙江》以红军长征中四渡

赤水、巧渡金沙江、会理会议等重大革

命历史事件为背景展开创作，从有血

有肉的小人物的革命情怀讲起，以小

见大，用电影艺术手段铺展出红军长

征的壮阔历史画卷，讴歌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战争指导艺术和雄才大

略，传承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

大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中途经四川会理，为会

理留下了丰厚的红色文化遗产。自

1935年5月3日开始，中央红军在历经

四渡赤水、兵临贵阳、佯攻昆明等一系

列的战役后，出奇制胜，用七天七夜从

川滇交界的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摆

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进入四川会理境内。5 月 12 日，六届

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扩大会议，即

会理会议。这次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

的成果，对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有着

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共会理市委、市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

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

好红色资源”、“增强表现力、传播力、

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等重要

指示精神，积极在保护、挖掘、弘扬红

色文化上下功夫，精心指导创作《巧

渡金沙江》，旨在运用电影艺术大力

弘扬长征精神，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动力。

研讨会上，影片主创人员介绍了

创作目的与基本构思。与会专家普遍

认为，该片选题意义重大，主题突出，

人物形象立体饱满，故事情节既尊重

历史又富有艺术性，真实地再现了在

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战斗中，中国共

产党在危急时刻与国民党斗智斗勇、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彩历史画面，

对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红军

长征艰苦卓绝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基金会“国防万映”计划

自实施以来，在国家全民国防教育办

公室的指导下，积极实施“国防万映”

优秀影片扶持计划，助力国防军事题

材影片的创作发展。近年来，先后 30
余部国防军事题材影片列入“国防万

映”优秀影片扶持计划。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表

示，对于入选“国防万映”优秀影片扶

持计划的影片，基金会将在创作、筹

备、宣传发行等环节给予大力支持，希

望《巧渡金沙江》能够深入挖掘伟大长

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力争打造出一部

优秀的新主流电影精品。

（王军 吴慧琳）

本报讯 近日，由陈正道监制、洪亮

执导的电影《欢迎再次登录》发布先导

预告及海报，公布领衔主演阵容贾静

雯、白客。影片将于 2023年登陆全国

院线。

先导预告在短短18秒的时间里就

已经释放出影片不少关键信息。预告

一开始，灯光亮起，画面由暗到明，“欢

迎来到真人在线剧本杀，两位玩家请

准备”，伴随机械质感的旁白，映入眼

帘的是数具倒吊的猪尸体，观感十分

猎奇，同时也暗示了这场剧本杀游戏

的发生地点是一间密闭冷库。而贾静

雯、白客饰演的两位“玩家”于密室中

四处张望，十分茫然无措，像是被绑架

胁迫而来。步步紧逼的倒数计时结

束，画面定格，贾静雯饰演的“一号玩

家”与白客饰演的“二号玩家”面容狼

狈不堪，眼神满是惊恐，视频窗口样式

表示似乎有观众正在等待观赏这场真

人密室逃脱的好戏，悬疑氛围直接

拉满。

同步释出的先导海报同样色调幽

暗，一堵墙将贾静雯与白客饰演的两位

“玩家”分隔两侧，进一步示意二人分处

不同密室之中。上方红光刺眼，摄像头

已经开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被严密

监视。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他们二人

分别出现在彼此电脑的视频画面中

——身处异室，唯一的交流工具只有电

脑。他们二人究竟是谁？因何被胁迫

至此？在线直播谁在观看？监控背后

的操纵者又是何人？首发两款物料就

信息量巨大、悬念重重，真正的剧本杀

游戏才刚刚开始……

该片监制陈正道曾执导多部悬

疑类型作品，电影《催眠大师》、《记忆

大师》获得了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

证，奠定了其鲜明的个人风格；2020
年执导网剧《摩天大楼》更是成为年

度口碑黑马，为其打开了更广阔的市

场；他更是在“悬疑三部曲”的终章

《秘密访客》中大胆探索，营造“直面

内心恐惧”的心理惊悚氛围。两位实

力派领衔主演贾静雯与白客此番更

是隔空“飙戏”，合作上演真人剧本

杀、极限密室逃生。

（影子）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出品的奇幻动作冒险大片《龙与地

下城：侠盗荣耀》发布“吓喜人”片

段，侠盗小队来到墓地复活丧尸，想

要获得寻找宝物的关键线索，不料

却上演大型尬聊现场，可谓喜感拉

满。影片将于 3 月 31 日同步北美

上映。

新释出的片段将紧张刺激与幽

默搞笑完美融合。冒险小队想要找

回遗失已久的宝物，当他们得知死

去的亡灵可能知道宝物下落时，便

前往阴森恐怖的墓地，并用法术复

活丧尸。面对每具丧尸，他们只能

提问 5 次，然而吟游诗人埃德金（克

里斯·派恩饰演）却完全没搞懂“游

戏”规则，“干脆利落”地浪费了难得

的机会，令人啼笑皆非。而这段“墓

地整活、跨服聊天”的逗趣情节，也

让人对影片中天马行空的奇妙脑洞

和狂戳笑点的喜剧元素充满充满

期待。

此外，从物料中不难看出，为完

成惊天劫案，吟游诗人、野蛮人、术

士、圣武士、德鲁伊五大职业英雄强

势集结，开启闯关“打怪”模式。广

阔无垠的雪原、戒备森严的城堡、机

关重重的迷宫、恶龙盘踞的地穴……

这一路冒险之旅仿佛在开拓疆域，

时刻充满着未知与凶险。他们究竟

能否力克劲敌拯救世界？一切静待

大银幕揭晓。 （杜思梦）

《巧渡金沙江》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陈正道监制《欢迎再次登录》将于2023年上映

《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发布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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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余部，其中2021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290余部。2023年第7周全国有27个省区市

的107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064部，共计约13.9

万场。

当周全国有5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2条院线订

购场次超万场，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最为突出，订购200余部影片约1.1万场。北京世纪东

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约540

次；大同市大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约9900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生死坚守》、《东北警察故事》、

《千里追凶》、《碧血锦衣卫》等近期新上交易平台的影片

订购量显著提升。《教你看懂食品标签》、《过量饮酒的危

害》、《错误饮酒的危害》、《守住舌尖上的健康》等关注饮

食安全的影片成为当周科教片订购热门。

春节假期过后，各地公益电影放

映单位在此前“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基础

上，结合本地区观众喜好，持续组织开

展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放映

活动。

阿里影业“淘票票星光点点”公益

放映计划携手春节档热映合家欢喜剧

电影《交换人生》走进北京市房山区石

楼镇夏村，为村民们举办了专场公益

放映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宣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现场

数字电影智能新终端放映了该片，是

国内少有的映期同步组织的公益放映

电影。

重庆市潼南区惠民电影公司联合

区司法局开展“反诈宣传”农民工专场

电影放映活动，沙坪坝区惠民电影放

映队联合沙坪坝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

办开展“送电影进军营”活动，万盛经

开区丛林镇组织策划“护苗成长·爱满

人间”公益观影活动，渝中区开展“惠

民电影进社区 文化惠民暖人心”观影

活动，充分发挥惠民电影宣传优势，增

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公益电影惠

百姓”放映活动，通过在各街道社区、

广场、工业园、学校等地点巡回放映爱

国主义题材电影，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

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吉林省舒兰市委宣传部联合吉林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有限公司开展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采用流动放映、室外固

定点放映、乡镇室内固定点放映三种

放映模式，满足乡镇、村屯群众观看电

影的需求。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鸡毛蒜皮也是事》《搜救》等影片登陆平台

◎各地惠民电影放映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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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3 月 3 日上映的电影《不

二兄弟》发布主题曲《你是我的歌》

MV，歌曲由“天生歌姬”A-Lin献唱，温

柔深情的声线演绎出一对兄弟在困境

中始终心怀希望、彼此守护的真挚情

谊，给每一位听众带来希望和感动。

《不二兄弟》讲述了母亲离世后，

只剩下文修（林哲熹 饰）和自闭症哥哥

文光（李茂 饰）相依为命。面对困顿的

生活，两人彼此支撑，在不堪的日子里

互相拯救的故事。

为了体现《不二兄弟》的故事原

貌，力求给观众展现自闭症患者最真

实的状态。首次挑战自闭症患者的李

茂开拍前深入特殊学校观察每一个学

生的状态，不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肢体

模仿，更尝试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从

标志性的手部动作，到专注于音乐世

界的眼神，甚至吃饭时一口吞下的状

态，李茂都刻画得惟妙惟肖，他表示：

“这其实不是一次表演，而是在真实的

前提下，让自己进入文光的世界，放大

还原一个自闭症患者的纯真本性，不

一味卖惨消费弱者。希望通过这样的

角色塑造让大家能够看到那些生来不

完美的人依旧有着闪光点，即使遭遇

不幸，也要满怀希望。”

（杜思梦）

A-Lin献唱电影《不二兄弟》主题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