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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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 余部，其中 2021 年以来

出品的影片 300余部。2023年第 8
周全国有 26 个省区市的 111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1094部影片，共计

约15.6万场。

有7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2
条院线订购场次超万场，其中广西

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排名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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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00次；浙江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近4400场。

故事片方面，《浴血大别山》、

《生死坚守》、《云霄之上》等战争题

材影片订购排名相对靠前，《精武

英雄》、《侠僧探案传奇之聚义钱

庄》、《木棉袈裟》等功夫片也保持

较高订购热度。科教片方面，《赌

博的危害》、《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网络诈骗防范常识》、《扫黄打非

警示录》等引导人们增强遵纪守法

意识、完善自我保护能力的影片受

到较多关注。

《明日战记》《世间有她》等

多部新片登陆市场

2022年城市影院热门影片《明

日战记》、《世间有她》日前登陆农

村电影市场。

《明日战记》作为一部机甲科

幻题材电影，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要意义，该片城市影院上映累

计收获 6.79 亿元票房。抗疫题材

影片《世间有她》由张艾嘉、李少

红、陈冲三位女性导演联合执导，

展现了几位普通女性在困境中找

寻爱与希望的治愈故事。

除了上述两部影片，新片方面

还可关注乡村振兴题材豫剧电影

《父母的婚事》、反腐倡廉题材影片

《永远的战士》、革命青春题材系列

电影《火光·绽放》、《火光·重

生》等。

其中《火光》系列根据小说《往

事纷至沓来》改编，讲述了富家小

姐朱如玉受革命思想影响反抗旧

式婚姻，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离

家出走前往上海投身革命，在血与

火、生与死面前依然保持对革命的

忠诚和战友的忠贞。

多地启动新学期爱国主义

电影进校园活动

新学期伊始，多地爱国主义电

影进校园活动的强劲东风，催放了

中小学红色教育的银幕之花，充分

利用优秀爱国主义主旋律影片打

造好“第二课堂”，让学生们在观影

片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情怀。

合肥市中小学爱国主义影视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七会议暨

“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活动在合

肥市第四十五中学芙蓉分校北校

区举行。此次活动创新形式，邀请

名师首开电影赏析课，将德育、美

育与智育相融合，让学生在影视教

育中开阔视野、全面发展。

贺州市2023年春季学期“主旋

律电影进校园活动”在八步区实验

小学启动，采取多幕同步的新举

措，可有效解决大校人多不便多次

分场观影的难题，同时在城镇小学

搭建观影棚，分别按照学校在册人

数采用大中小类型方便组织小学

生白天观看电影。

由山东省莒南县文化和旅游

局、莒南县教育和体育局及莒南县

电影公司联合开展的 2023 年爱国

主义电影进校园活动在岭泉镇正

式启动，将覆盖全县所有中小学，

保证每个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观

看到两部优秀电影。

云南省建水县委宣传部电影

管理站、县图书馆、县青少年校外

活动中心联合开展“缤纷假期、欢

乐共享”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不仅丰富了全县中、小学生的假日

课余生活，同时提高了孩子们的电

影欣赏水平，还是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一项新举措。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近日，由陕西广电融媒

体集团主办的“和·聚·变”2023 广电

融媒体影视项目发布会在西安举

行。发布会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陕西广电影

视公司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旨在群策群力，推进陕西省影视产业

的发展。

陕西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可

小闹在发布会上致辞，提出文艺创作

者要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贯穿文艺工作的主线，把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

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我们文艺工作的

指导。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韩棚格，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胡劲涛也为发布

会致辞。

此次影视项目发布会以“共识、

携手、创新”为主旨，推出了一系列陕

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策划研发的新项

目，并介绍了今年即将亮相的多部作

品。其中包括电影、电视剧、微短剧、

纪录片等多种形式，题材类型丰富多

样，涵盖了社会现实、乡村振兴、历史

传奇、青春电竞等不同人群关注的话

题。其中，电视剧《芙蓉镇》和电影

《大爱无形》反映社会热点，突出人民

情怀；纪录片《张仲实》讲述革命家、

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张仲实翻译、宣

传马列主义思想，为革命奋斗波澜壮

阔的历程；电影《枪神再起》则关注当

代年轻人的心理与生活，引领观众体

验电竞文化的魅力。

中影集团、爱奇艺、紫禁城影业

等来自全国各地多家影视公司的百余

位影视人参加了本次发布会。经历了

行业寒冬期的低迷，影视人带着对行

业未来的信心和合作的渴盼，在 2023
年的早春相聚西安，携手前行共谋发

展。此外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文学基金

会、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陕西省

电影家协会、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策划

协会等机构代表也莅临现场，为陕西

省影视业的全域合作助力。（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罪案题材电影《断

网》发布终极预告及一组剧照。影片

讲述了郭富城饰演的网络安保程序

专家卓家俊因一起针对头部银行的

数据攻击而意外陷入网络金融犯罪

的巨大阴谋，为保护家人并自证清

白，不得不运用自身的计算机天赋与

犯罪分子展开殊死对决的故事。此

次发布的预告首次向我们揭示郭富

城饰演角色的父亲身份，将其面临女

儿病危、妻子遇险、黑白两道双双通

缉的艰难处境一一呈现，令人揪心的

同时对影片的期待也多了一分。

预告中，卓家俊低眉颔首坐于

审讯室内，其面前的警官孙斌（任达

华饰）以一场咄咄逼人的质问将我

们带回前者曾因贩卖病毒而获罪入

狱的不堪过往。卓家俊坦言成家之

后妻女是他的软肋，为守护家庭他

已决意改过自新不再步入歧途。然

而阴险上司陈明志（林家栋饰）不

仅恶意栽赃致使其被迫卷入黑恶

洗钱罪案，更是不择手段绑架其病

重的女儿加以要挟，将本就身陷黑

白泥沼的“普通人”卓家俊逼上绝

路。面对无辜遇害、生命垂危的女

儿，他孤身一人向毫无底线的犯罪

分 子 发 起 了 鱼 死 网 破 之 势 的 反

击。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他

或全力搏命斗智斗勇，或无路可退

数度崩溃；结尾处枪抵人头、生死

攸关之时，任达华一句“你就当不

了孩子的爸爸了”意味深长又有如

当头棒喝，使人在这折磨人心的善

恶漩涡中看到一丝正义的光亮。

同步发布的剧照也信息满满，紧

紧围绕剧情，展现了三影帝针锋相

对、为各自阵营而战的精彩场面。片

中卓家俊于灭火烟雾中情绪崩溃的

场面得以再现；他与赖雅妍饰演的妻

子在夜间街头惊慌失措的模样引人

浮想联翩，后者于预告中舍命救女的

动作场景也是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

刻；林家栋“眼”技逼人，将冷血狡诈

的反派锋芒拿捏得游刃有余；任达华

则冷峻严肃，一眼一眉尽是势不可挡

的威严。

《断网》由郑保瑞监制、黄庆勋执

导，将于3月2日进行点映，3月3日正

式登陆全国院线。

（影子）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

治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会见导演

高峰、制片人李思言一行，详细了解

电影《如果爱·就表白》、公益电影《海

东四少》拍摄准备及拍摄进度，并就

深入挖掘大理历史文化资源、做大做

强大理影视产业、宣传推介大理旅游

市场等进行深入交流。

陈真永表示，大理自然风光秀

美、历史文化灿烂，是影视业的天然

影棚和最佳外景地。当前，州委、州

政府聚焦聚力“有一种生活叫大理”

“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城市 IP升级、

品牌化运营和影视产业高质量发

展。希望剧组能够常回“有风的地

方”进行采风创作，在影视作品拍摄

中深度发现大理的美、尽情创造大理

的美、广泛传播大理的美，努力推出

更多讲述大理故事、展现大理风采的

影视佳作，让“去有风的地方追风赶

月，去过有一种生活叫大理”的理念

深入人心。

高峰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州委、

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协调解决电

影拍摄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确保两部

电影顺利完成相关拍摄。

（杨钰洁）

本报讯 日前，艺术家凡悲鲁与

其公益团队再次来到张家口怀来

县坊口村。已经有些绿意的枯枝、

村中的春景、以及在春风中伫立的

“水包”、飘着饭香的公益食堂，都

成为了坊口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散发着专属于它的魅力。

其中，水包美术馆建于上世纪

六十年代，已有近 70 年历史，当初

主要是山区农村村民们打井取水用

的圆形建筑，用来遮风挡雨。1986
年村里实现了自来水入户，水包就

废弃了。而这个水包无论是外形所

具有的设计感，还是其外部红色砖

砌的年代感，都为其增添了别样的

艺术性。这也吸引凡悲鲁提出了保

护水包遗址兴建美术馆的建议，经

过投资整修终于建成。而这里也被

改造成了水包美术馆。

水包美术馆建成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美

术馆之一，仅有 15 平方米。经过用

心设计，凡悲鲁团队让它既保留了

原有的造型结构，顶部采用自然

光，节能环保，又用于定期展陈、拍

卖艺术家以“坊口”为主题的艺术

作品。想在这个艺术馆内进行展

出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作品必

须是艺术家的创作手稿；二是灵感

需要来源于坊口村；三是作品的篇

幅不宜太大；四是展览后若有人对

作品进行拍卖，所得款项需助力坊

口村的老人公益食堂建设。团队

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他

们的居住环境、文化生活也得到了

很大提升。

据悉，此次以“冬记”为主题的

画展于 1 月 17 日于水包美术馆进

行展览。展览的作品共有其创作

的约 30 张写生画稿、涵盖写生、速

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即兴创作的

绘画作品。内容上更是涵盖了人

物、景色，以及他心中的坊口村之

美。此次展览的作品将会以黑白

色调为主，通过强烈的黑白色彩对

比，品味人生的别样滋味。凡悲鲁

表示，希望通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来点亮山村，吸引更多社会人士的

关注，让当地的村民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影子）

本报讯 柏林当地时间2月23日，

第 73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入围影片《铃芽之旅》红毯及发布会

举行，导演新海诚、主角“铃芽”的配

音演员原菜乃华、制片人川村元气出

席。红毯上，配音演员原菜乃华身穿

红色和服现身，成为焦点。一同亮相

红毯的还有片中重要角色“三条腿的

椅子”。

发布会上，新海诚谈及了创作

《铃芽之旅》的初衷，表示：“12年前大

地震和海啸的影响依旧存在，希望大

家不要忘记。影片聚焦日本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但故事表现的东西其实

是全球共通的”。

《铃芽之旅》于2022年11月11日

在日本上映，影片入围第73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继宫崎骏的

《千与千寻》后时隔21年再次入围主竞

赛单元的日本动画电影。该片将于3
月2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花花）

“和·聚·变”2023广电融媒体影视项目发布

《断网》终极预告郭富城“为爱以身犯险”

《如果爱·就表白》《海东四少》聚焦云南大理文化

让艺术点亮小山村

新海诚《铃芽之旅》柏林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