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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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4300部，其中 2021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310余部。2023年第 11周（3
月11日-3月17日）全国有29个省区

市的 139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196部，共计19万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有8条院线订购

过百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

影中心以 304部的成绩居首位；2条

院线订购过万场，其中大同市大影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场次最多，达到

1.1万场。

故事片方面，《万里归途》获得

49条院线订购，共计8132场，成为本

周故事片订购冠军。此外，《狼群》、

《浴血阻击》、《王良军长》等战争题材

影片也排名靠前。

科教片方面，“可可小爱”系列科

教片最受关注。《可可小爱之绿水青

山共享共建》、《可可小爱之爱护自己

保护家人》、《可可小爱之文明礼仪》、

《可可小爱之卫生与健康》等影片订

购走强

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卡次数最多，超

600次；福建省中兴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4500场。

公益放映进福利院、盲聋哑学校

服务场景进一步拓展

各地院线积极拓展公益电影服

务场景，扩大公益电影放映服务范围

和影响力，深入福利院、盲校等特殊

场所，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

权益。

近日，一场以“观影无障碍 护苗

暖人心”为主题，用爱心点亮残障儿

童“微心愿”的文明实践活动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残疾人联合会康

复中心举行。灌云县新希望电影放

映有限公司为孩子们放映动画片《猪

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时，一名肢残

的男孩眼里顿时闪着光表示，“我要

做猪猪侠，学习那种顽强拼搏的精

神，用实力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贵阳市“用光影点亮社区新文

化”系列活动走进市盲聋哑学校，为

学生们放映了励志题材电影《奇迹·
笨小孩》。活动中，针对视障学生，志

愿者提前准备了近两万字的剧情旁

白稿，以“讲电影”的方式认真还原每

一个细节，生动解说电影场景，引导

他们走进电影中的世界；针对聋哑学

生，志愿者专门配备了提词板和手语

老师观影时进行同步讲解，在一问一

答中，扩展学生思维，引发他们思

考。通过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让特

殊群体感受祖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

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各界对他们的

关爱，感受看电影、听电影的欢乐，进

一步激发他们对生活、对祖国的

热爱。

山东临清市管理服务站近日开

展了“送电影进福利机构”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在临清市老赵庄中心敬

老院首场放映了适合老年人观看的

科教片和故事片《强身健体太极拳》、

《走路的学问》、《古龙镇谍影》，受到

老人们热烈欢迎。

《交换人生》《无尽攀登》等

影片登陆农村市场

农村市场本周新增 20 余部影

片，包括春节档新片《交换人生》，纪

录电影《无尽攀登》以及经典影片《不

沉的地平线》等。

3月13日，仍在城市院线放映的

春节档大片《交换人生》登陆农村市

场，该片2月18日曾在北京市房山区

石楼镇夏村进行专场公益放映，现场

反响良好。该片是一部笑点密集轻

松解压的合家欢影片；《无尽攀登》真

实记录了中国无腿登山家夏伯渝凭

借一双假肢在43年里五次冲击珠穆

朗玛峰，最终于 2018年 5月 14日在

69岁高龄成功登顶，成为无腿登顶

珠峰中国第一人的故事。

此外，还有《不沉的地平线》、《乡

亲们》、《“总统”行动》、《被爱情遗忘

的角落》、《燃烧的雪花》、《喋血嘉陵

江》等多部峨眉电影集团出品的经典

电影携手登录农村平台，截至目前，

共有70余部峨眉电影集团出品的影

片在农村市场可供订购。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由黄建新监制、沈东导

演的海上反恐战争动作影片《深海

危机》近日发布“亮剑海空”版海报

与 预 告 片 ，宣 布 4 月 15 日 全 国 上

映。影片讲述了我国海军将士不畏

生死，阻止境外武装分子阴谋的激

荡故事。海军超强舰队首次集结太

平洋，硬核解除核弹危机，彰显海军

将士敢于亮剑，歼灭来犯之敌的实

力与胆气。

本次曝光的首款正式预告气势

恢弘，动作打斗拳拳到肉、追车爆破

场面应接不暇；水下蓝鲸潜行、海面

战舰驰骋、天上战鹰呼啸——驱逐

舰、护卫舰、歼击机、新型武装直升机

等国之利器重装亮相。由李幼斌饰

演的海军军官发布作战命令，一声号

令引海天两线炮火隆隆。观众仿若

置身战场，血脉偾张。首张海报定格

影片精彩一瞬，海军将士林湛驾驶深

潜器深入海底断崖，誓死完成核弹捕

获任务，将这场紧张惊险的海上行动

演绎得热血沸腾。该片战斗规模宏

大，气氛紧张激烈，将匪夷所思的惊

天灾难、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与震撼

人心的视觉冲击展现得淋漓尽致，引

爆高燃银幕观影体验。

影片幕后班底强强联手，监制黄

建新继电影《长津湖》系列、《湄公河

行动》后再度突破，把控新主流商业

大片创作大局；导演沈东深耕军事战

争题材影片，作品揽获国内外诸多电

影奖项；编剧段连民屡次操刀海政重

大题材影片剧本创作，将铁骨峥嵘的

硬朗气质与触动人心的故事完美融

合。香港电影金像奖武术指导黄明

升、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美术全荣哲、

《流浪地球》系列音乐制作人阿鲲、《白

鹿原》视效总监曹永携团队倾力打造，

为影片艺术品质保驾护航。

（影子）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出品的真人动画电影《鳄鱼莱莱》近日

释出歌曲 Top Of The World MV。超人

气流行歌手肖恩·蒙德兹以深情歌喉，

将鳄鱼莱莱的心声娓娓道来。MV中除

了有“萌德”亲自现身用标志性的阳光

笑容问候观众，更能看到他与鳄鱼莱莱

的破次元壁同台飙唱，令人好奇究竟谁

才是真正的“舞台王者”。

值得一提的是，歌曲 Top Of The
World由《爱乐之城》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原创歌曲音乐团队本杰·帕塞克和贾斯

汀·保罗联手作曲家乔里亚·夸梅共同

创作，歌曲旋律充满非凡的想象力。正

如作曲者贾斯汀·保罗所言，“莱莱通过

这首歌向乔什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神奇城市。”“莱莱与乔什穿行于城市

中，然后音乐从楼下百老汇演出的栅栏

中涌上来。”帕塞克也分享道，“这是莱

莱最爱的歌曲。它等不及跟乔什分享，

并庆祝自己能够找到一个一起分享生

活的伙伴。”

电影《鳄鱼莱莱》由美国哥伦比亚

影片公司出品，乔什·戈登和威尔·斯派

克执导，奥斯卡奖得主哈维尔·巴登、好

莱坞实力派女演员吴恬敏主演，4月15
日正式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梦工场动画最新巨

制《变身吉妹》首支预告和海报

来袭。片中，伪装成高中少女

的海妖露比将大展身手，对抗

海 洋 中 最 贪 婪 和 危 险 的 生 物

——人鱼。

影片将于 2023年全球献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索尼影业旗下三星影

片公司与加拿大壹娱乐公司联合出

品的好莱坞热血动作大片《达荷美

女战士》将于 4 月 14 日在中国内地

上映，影片发布“全女子军团”角色

海报，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维奥拉·戴

维斯饰演的纳尼斯卡将军带领英勇

无畏的女战士们英姿亮相，整装待

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与

信念。

《达荷美女战士》讲述了一支全

女子军团奋勇抵御外敌的非凡故

事。为了更好地完成片中的大量动

作戏份，主演们进行了被导演吉娜·
普林斯-拜斯伍德称为“7x24”不间

断的地狱级训练。在影片开拍前四

个月，演员们就投身到艰苦的训练

当中，以让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她

们每天会进行 90 分钟的力量训练，

之后会根据不同角色的要求，进行

三个半小时的武术、砍刀、长矛等专

属格斗技巧训练。56 岁的维奥拉·
戴维斯在完成力量训练的同时，接

受了武术与战刀的训练。即便她在

拍摄过程中遭受了十字韧带断裂之

痛，即便跑步机配速 10（10 公里/小
时）的暴冲速度让她也不禁惊呼“心

脏要受不了了”，她仍旧坚持 96%的

动作戏亲力亲为，甚至在拍摄间隙

也会用哑铃进行锻炼，只因为“作为

演 员 ，这 是 我 梦 寐 以 求 出 演 的 电

影”。而维奥拉·戴维斯与所有女性

演员的付出也终于得到回报。

影片于海外上映后，烂番茄评分

94%、爆米花指数达 99%，全球票房

超过 92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5 亿

元 ，数 据 来 源 ：Box Office Mojo 网

站）。海外媒体盛赞其非凡的传奇

故事“令人振奋”。

《达荷美女战士》由导演吉娜·普

林斯-拜斯伍德执导，奥斯卡及金球

奖、艾美奖得主维奥拉·戴维斯领衔

主演。

（杜思梦）

《达荷美女战士》发角色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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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热血团战”预告。

吟游诗人、野蛮人、术士、德鲁伊、圣骑

士强势集结！尽管战力不同，属性各

异，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决定铤而

走险，迎战史上最强恶魔塞尔红袍女

巫。影片将于3月31日同步北美上映。

电影《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围绕

一群盗贼展开，他们为夺取宝物，意外

放出了塞尔红袍女巫，面对她暗藏的可

怕阴谋，吟游诗人、野蛮人、术士、德鲁

伊、圣骑士，五个人不得不临时组队。

这样一群出身经历不同、性格身份

迥异的人，不仅要对抗塞尔红袍女巫与

伪君子弗奇的联手杀戮，还要在巨龙怪

物的围追堵截下逃出生天，他们唯有选

择团结，才能在重重险境下出奇制胜。

正如导演约翰·弗朗西斯·戴利所说：

“这是一部关于‘家’的电影。虽然成员

们天差地别，但他们因为比自己利益更

重要的事情团结到了一起。最后，由此

建立起来的新羁绊将他们彼此联结了

起来。”另一位导演乔纳森·戈尔茨坦也

直言：“影片讲了一群不完美的人的故

事，他们没人是超级英雄，就像在《龙与

地下城》里要为角色属性投骰子，你不

会总是投出 20，而这些角色里的有些

人可能只有 4。但他们会慢慢升级，成

为家人，力克强敌。” （杜思梦）

黄建新监制《深海危机》定档4月15日

超人气流行歌手“萌德”与萌鳄破次元同台

《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主角团化学反应满分

《变身吉妹》发布首支预告和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