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08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综合·农村 13

农
村
流
动
数
字
电
影
市
场
（2023
年2
月25
日
—2023
年3
月3
日
）：

2 0 2 3

年
第9

周
农
村
电
影
市
场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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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余部。当周全国

有 28个省区市的 127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影片 1310 部，共计 12.6
万场。

订购方面，全国有 9条院线订

购影片超百部，其中凉山彝族自治

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浙江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和江西欣荣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订购超 200部；有 2条

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江西欣

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最多，为

1.5万场。

青海举办

公益电影管理工作培训班

3月 2日，由中共青海省委宣

传部主办，青海省电影发行放映有

限责任公司承办，青海惠民农牧区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协办的青

海省公益电影管理工作培训班在

西宁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 240
余位宣传部工作人员及基层电影

放映员参加此次培训。

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副主任杨玉飞参加培训班，并作

了以“凝心铸魂，创新实施电影文化

惠民工程”为主题的公益电影政策

专题报告。放映员代表还与青海惠

民院线签订了《公益电影放映加盟

协议》和《公益电影放映承诺书》。

青海省已经在 4000多个行政

村实现“一村一月放一场电影”全

覆盖，高峰年份全年放映场次达 5
万场以上。全省公益电影放映，在

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权益、满足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打通了“最后一

公里”，让优秀电影作品在广大群

众中起到启迪思想、浸润心灵、陶

冶人生的良好作用。

《万里归途》走进呼伦贝尔

“公益电影+宣讲”活动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展党

的声音进万家“公益电影+宣讲”主

题活动。呼伦贝尔市党的二十大

理论学习宣讲团成员用通俗的语

言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电影《万里

归途》内容相结合，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声入人心”。《万里归途》彰显

了中国特色和中国自信，极大地鼓

舞了人心，展示出中国的制度自信

与文化自信，形成具有通识性的意

义和价值。

理论宣讲与观影有机结合，

有助于观众更深刻地理解影片

中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内涵，并将

党的声音传递给千家万户。此

次活动计划在呼伦贝尔 14 个旗

市区范围内机关、城乡社区、校

园、两新组织等同步开展，将进

一步增强了公益电影和理论宣

讲的服务深度。

《万里归途》为 2022 年国庆

档票房冠军，城市票房高达 15.9
亿元，自 2022年 12月 1日登录农

村市场以来，三个月内已有 126
条院线累计订购 29280 场，是近

期农村市场表现最突出的影片。

各地开展

学雷锋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在第 60 个学雷锋纪念日到

来之际，安徽、山东、湖南、四川

等多地积极开展学雷锋主题电

影放映活动，追寻雷锋足迹、传

承弘扬雷锋精神，唱响新时代的

雷锋精神。

3月 3日下午，安徽省来安县

开展“弘扬雷锋精神”爱国主义教

育电影进校园活动，在水口镇中心

小学和新安镇永阳小学放映了影

片《雷锋的微笑》。影片从毛主席

回忆雷锋生前一张张可敬可爱的

微笑照片开始，讲述了雷锋从一

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全军全国人民

共同学习的榜样历程。师生沉浸

在影片生动形象的情节中，被雷

锋的事迹深深感动。

山东肥城王庄镇团委组织

“希望小屋”孩子们开展“学雷锋”

主题教育活动，学习雷锋精神，争

做文明少年。观看雷锋影片，体

会雷锋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学习

雷锋无私奉献的精神，让雷锋精

神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品读雷

锋故事，加深青少年对雷锋精神

的了解。

湖南长沙市电影发行放映中

心联合银宫影剧院开展“学雷锋

精神 树时代新风”公益电影放映

主题活动，放映一批跟雷锋精神

相关的经典影片，以银幕影像生

动传递雷锋精神。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作品走向基层，让雷锋

精神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

工地、进乡村，深入人心。

四川成都、雅安、宜宾等地也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雷锋主题放

映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5周年，3月1日，展现周恩来青春奋

斗之路的电影《青春恩来》在北京举办

发布会。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

振民，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恩来总

理侄女周秉德，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原

会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中国延安

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朱德元帅外孙刘

建少将，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之女

陈伟华，原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张云

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少将，原总装备部

后勤部政委、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少

将，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军

事科学院原部长罗援少将，以及山西

电影制片厂等电影摄制单位负责人和

主创人员参加了发布会。

《青春恩来》由陈舒平编剧，刘一

君导演，丁荫楠任艺术顾问。山西电

影制片厂、湖南暴雪影业有限公司、时

代华艺（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摄制。该电影从周恩来在沈阳

发誓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展开，

在天津南开学校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活

动，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邓颖超等组

织领导觉悟社，而后赴法勤工俭学，从

此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大

征程。

发布会上，首先由电影《青春恩

来》的主创人员介绍创作过程和筹备

情况。随后，与会人员纷纷发言，深切

缅怀开国总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精

神风范。该电影总策划、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黄峥表示，周

恩来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

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

帜。“拍摄这部《青春恩来》电影，非常

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一定要拍出一部

再现周恩来青春风采、生动感人的好

电影。”

山西电影制片厂负责人王剑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用“不忘初心坚守信仰、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

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

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六大杰出

楷模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现在，我

们正是要用《青春恩来》这部电影来缅

怀共和国的缔造者，来展现老一辈革命

家奋斗的足迹，来给广大青少年树立起

理想的旗帜和青春的榜样。

胡振民表示，电影《青春恩来》将

会是一部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加强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一

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传承好红色基

因，激励他们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影子）

本报讯 电影《望道》近日发布无

畏版预告：刘烨饰演的陈望道迎来迫

在眉睫的艰巨任务——翻译《共产党

宣言》，百年前以陈望道为代表的热血

志士们逆境前行，于黑暗中寻找光明，

播撒真理火种，勇敢地奔赴奋斗道

路！陈望道忘我追寻真理，毕生坚守

信仰的精神，跨越百年影响深远。“望

道”不仅是陈望道一个人，更是那个年

代坚守初心的一群人，是一段关于信

仰与热爱的回忆录群像。影片将于 3
月24日全国上映。

《望道》自定档后引发热议，并登

上多个平台热搜榜，影迷们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

期待早日见面！”近日片方再发布一支

无畏版预告，百年前热血志士们为理

想和信念斗争的模样令人动容。

五四运动退潮后，中国仍在寻找

自己的道路，陈望道在新思潮感召下

回国，迎接他的是迫在眉睫的艰巨任

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本薄薄

的小册子影响了无数人，更改变了中

国的命运。电影《望道》以细腻的笔

触，展现出这段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

历史，描绘出百年前以陈望道为代表

志士们的奋斗之路。

在导演和主演们的精心雕琢下，

先驱者们如穿越历史般来到观众面

前；而百年前这段历史，也为主创们带

来力量。导演侯咏表示：“陈望道在29
岁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达到了他

人生的高点，当时的状况下，他能一条

路走到他人生的终点，可见信仰之坚

定。”饰演陈望道的刘烨称，拍完这部

电影，更加意识到这些历史上的先驱

者并不是符号，而是鲜活的个体：“我

更加钦佩陈望道先生了，他是一个十

分丰富的人，他长笛吹得很好，对武术

也很有研究，能文能武。平常不苟言

笑的一个人，跟学生们在一起笑得像

个孩子。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非

常有人格魅力的人。”饰演陈独秀的胡

军也表示，自己这次塑造了一个更“生

活化”的陈独秀：“把那种高调、硬劲削

弱一点，而把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年长

者的那面展现得更多一些，体现具体

生活情景当中的质感。”

电影《望道》由侯咏导演，刘烨、胡

军、文咏珊、王锵领衔主演，吴晓亮、奚

美娟特别出演；由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昌乐二中二七一教育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交通旅

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出品、改编自经典 IP《忍者神龟》的全

新动画大电影《忍者神龟：变种大乱

斗》日前释出首支预告片及首张海

报。成龙、约翰·塞纳、保罗·路德、塞

斯·罗根等多位知名演员加盟配音“献

声”。

此次《忍者神龟》动画大电影一方

面回归经典，另一方面大胆创新。在

忍者神龟的造型上，选择回归了经典

的动画造型，圆头圆脑大眼睛、“一”字

形大嘴，超萌造型让人一眼爱上；而在

动画风格上则采用了许久未见的独特

画风，画面更加夸张犀利，也兼具生动

可爱，同时在动作戏上也更具有视觉

冲击力，让人眼前一亮。

配音演员阵容上，此次《忍者神

龟：变种大乱斗》更是惊喜连连，中国

知名影星——成龙将为忍者神龟的老

师斯普林特配音献声，曾为全世界观

众们带来无数经典武打动作电影的成

龙可谓是本色出演！除此之外还有

《速度与激情》系列主演约翰·塞纳、

《蚁人》系列主演保罗·路德、《功夫熊

猫》系列配音演员塞斯·罗根、《绝命毒

师》系列主演吉安卡罗·埃斯波西托等

多位知名演员加盟献声，将为观众带

来一场精彩的动画电影。

电影《忍者神龟：变种大乱斗》由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曾斩获第

49届动画安妮奖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

的杰夫·罗韦执导，暂定 8月 4日北美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新海诚最新集大成之作

电影《铃芽之旅》最新制式海报公开，

影片将有 CINITY、CGS 中国巨幕、

IMAX、杜比视界/杜比全景声、4DX多

制式版本上映。

电影《铃芽之旅》延续了新海诚

唯美治愈的画风和音乐，并在影片主

题上有了新的升级，讲述了一个少女

拯救世界并在途中完成了自我治愈

与救赎的成长故事；柏林展映热度较

高，被外媒誉为“新海诚迄今为止最

好的作品”。

截至目前，该片双票务平台想看

已突破 90 万，将于 3 月 24 日全国上

映。 （杜思梦）

《铃芽之旅》多制式版本上映

成龙加盟“献声”《忍者神龟：变种大乱斗》

《望道》无畏版预告刘烨迎接艰巨任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恩来》在京发布

本报讯 由日本动画电影大师宫

崎骏执导的《天空之城》宣布定档 6月

1日儿童节全国公映，并于发布“邂逅

美好”海报。少女希达与金属巨手在

空中接触，仿佛即将打开一个奇异的

世界。定档预告一同曝光，属于天空

之城拉普达的神秘传说渐渐浮现，吸

引众多角色展开勇往直前的冒险。

《天空之城》讲述少年巴鲁与少女

希达寻找传说中的天空之城拉普达的

奇妙冒险故事。此次发布的“邂逅美

好”定档海报中，金属巨手从浩瀚云海

里探下，少女希达凭借飞行石悬浮空

中与之碰触，金属手指上生长出绿草

和小花，冷硬的破坏感被源于大自然

的美好所覆盖。这极具视觉冲击力与

想象力的一幕，令人对传说中的神秘

天空之城更添遐想。

同期发布的定档预告中，少年巴

鲁偶遇从天而降的少女希达，两人都

有着对天空之城的向往，而希达家族

祖传的飞行石正是通往天空之城的钥

匙。那个传说中有着先进科技与大量

财富的地方，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巴鲁和希达在追寻天空之城的过程中

又将经历怎样的冒险？不妨在 6月 1
日走进影院重温经典。 （杜思梦）

宫崎骏《天空之城》定档6月1日

前段时间，我观看了电影《满江

红》，一部好的电影是能带给人力量的。

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家喻户晓，

电影在众所周知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

充满悬疑反转的故事。让我印象最为

深刻的就是全军诵《满江红·怒发冲

冠》这一幕，“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

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首慷慨激昂的词，让人热血沸腾。

恍然间，我耳边似乎传来了金戈

铁马声，出门望去，岳元帅进入了大

帐，我便紧跟其后。大帐中，您正盯着

桌案上的十二道金牌进退两难。“元

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痛心地

说到。您猛一回头：“不可，吾南征北

战，就为收复失地，匡扶大宋，若不从

军令，乃对大宋不忠，更愧对于吾背上

的‘精忠报国’四字！”“可本可您在家

中安度余生，又何必趟这浑水呢？”我

又问道。您走出营帐，望着天上盘旋

的大鹏鸟，叹了口气：“男子汉大丈夫，

理当马革裹尸，更何况如今天下苍生

正于水火之中，吾又怎能袖手旁

观？”……

影片中，岳飞至死不渝的爱国精

神不仅深深影响了诸如张大、丁三旺、

孙均，也影响了戏外的我。“人既发扬

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将人

民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并非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青年一代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

重任，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切实地努力

奋斗，才能共同奔向更好的未来。

（刘子源 戴汀熊依琳）

观《满江红》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