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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的翅膀》

三个不同民族的年轻音乐人，不

甘艺术“高原”，踏上了追寻音乐“高

峰”的采风之旅。在他们走遍新疆大

地的过程中，采撷到了各民族丰富的

音乐舞蹈营养，并最终在慕士塔格冰

峰前，创作并唱响了新歌《大地之歌》，

实现了音乐梦想。

上映日期：3月28日

类型：歌舞/青春

导演：高黄刚/阿不都克力木·阿不

力孜/严高山

编剧：李牧时/高琦

主演：夏望/张颖冰/玉米提/江依昊等

出品方：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天山电影制片厂

发行方：天山电影制片厂

《驻村第一书记》

新派驻村第一书记党勤福刚报

完到就要求村主任带他去村里了解

贫困户情况，面对村民重重刁难与误

解他从未气馁，当得知申请修路的项

目批准的时候却接到通知，命他停职

反省。他憋着委屈回到暂别近两个

月的家时却看到生病的母亲，满含愧

疚的他跪在母亲面前。洗清冤屈后

的党勤福任务也完成了，经上级党委

严格考核后，决定授予他“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上映日期：3月26日

类型：剧情

导演：康红立

编剧：康红立

主演：赵滨/于根艺/赵成顺/李丹翼

出品方：晨曦文化/二哥影视文化

发行方：中广飞木影业

《非正式爱情》

艾嘉与石头是一对欢喜冤家，一

开始两人可谓是水火不容，在矛盾升

级又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两人的内心

也产生了细微的变化，阴差阳错中上

演相爱相杀，既甜又虐催生情感危机。

上映日期：3月26日

类型：爱情/喜剧

导演：徐嘉亮

编剧：池清波/初夏/倪卫静

主演：樊少皇/于荣光/孙耀琦/王岗

出品方：嘉禾明珠影视

发行方：嘉禾明珠影视

《哥斯拉大战金刚》（美国）

为了找到真正的家园，金刚与他

的保护者们踏上了一次艰难的旅程。

与他们一道前行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孤

儿女孩——吉雅，这个女孩与金刚之

间存在着一种独特而强大的紧密联

系。但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前行的

航道上与愤怒的哥斯拉狭路相逢，也

由此在全球引起了一系列破坏。一股

无形的力量造成了这两只巨兽之间的

巨大冲突，深藏在地心深处的奥秘也

由此揭开。

上映日期：3月26日

类型：动作/科幻/冒险

导演：亚当·温加德

编剧：特里·鲁西奥/埃里克·皮尔

森/麦克思·鲍伦斯坦/迈克尔·道赫蒂/
扎克·希尔兹

主演：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米
莉·波比·布朗/丽贝卡·豪尔

出品方：美国传奇影片公司/美国

华纳兄弟

发行方：华夏/中影

◎ 映画

本报讯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电

影《阿凡达》在国内重映后已连续10日

蝉联票房冠军，在重映后的首周末，便

以全球累计超 27.98 亿美元的票房成

绩再度成为全球影史票房第一。随

后，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致信淘票票用

户，用纳威语（电影《阿凡达》中的人造

外星语言体系）表达对中国粉丝的感

谢：“Irayo！”“感谢你们让《阿凡达》成

为周末票房第一的电影，并登顶影史

票房冠军。”

淘票票数据显示，《阿凡达》观影用

户中近三成为 25-29 岁的“第一批 90
后”，六成以上为男性用户。在淘票票

评论区，很多用户打卡留言，表示“弥补

了11年前没看到 IMAX版的遗憾”。有

影迷分享到，“十年前，我所在的小城市

还没有一块屏幕可以播放这部伟大的

电影，没想到十年后重映，我可以拉着

儿子一起去看这部与他年龄相仿的电

影……”

据悉，即将上映的怪兽灾难电影

《哥斯拉大战金刚》也将以神秘彩蛋形

式与淘票票开启联动。

（赵丽）

本报讯在中国警界，缉毒警察默默

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用鲜血和生命与

毒贩生死搏斗，保卫人民的安全，他们被

称为“踩在刀尖上的人”。2021年3月20
日，聚焦一线缉毒警察的电影《黑暗森

林》在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举行开机仪

式，该片由四川海宇影业有限公司与中

宣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出

品，剧组主创将用一部用心之作向和平

年代具有奉献精神的英雄群体致敬。

主创阵容强大故事精彩纷呈

《黑暗森林》主创阵容强大，制作

班底豪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任该

影片监制，著名导演沈东、崔喆联袂执

导。李旭等《八佰》的摄影团队，海尔

等《南京！南京！》的动作组，曹永等

《流浪地球》的特效团队也纷纷参与影

片的制作。演员方面，影片男主角郑

宏峰扮演者亓航、老吴扮演者徐玉琨、

于荣光、何明翰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亮

相开机仪式，他们将在电影中有精彩

的表演。

《黑暗森林》的故事惊心动魄，精彩

纷呈，影片讲述了联合国禁毒组织与中

缅警方联合打击以萨卡集团为首的贩

毒组织企图通过中国把毒品贩卖到全

世界的计划，以郑宏锋为首的中国公安

与犯罪集团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殊死搏

斗，最终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

用经典作品向缉毒警察致敬

开机仪式现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黑暗森林》监制饶曙光表示：“该

影片用崭新的视觉、独特的表达方式使

之从同类题材电影中脱颖而出，在类型

上有拓展，艺术上有创新表达，是一部

值得全国观众期待的电影。”

四川省影视艺术联盟主席、《黑暗

森林》出品人张显达表示：“感谢四川

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委宣传部对该影

片的大力支持，相信在沈东导演的领

导下、各优秀团队的配合下一定能拍

出一部非常好看、耐看的电影。”导演

沈东、崔喆表示，“我们将以对电影的

敬畏之心，排除一切困难，拍出一部经

典的电影作品。”几位演员也纷纷表

示，将用心诠释角色，演好这部电影。

如果有岁月静好，一定是有人在

替我们负重前行。缉毒警察是“刀尖

上的舞者”，他们不是生而英勇，而是

选择无畏。据悉，该影片由四川海宇

影业有限公司制作，将于金秋时节全

球发行，与观众见面。 （李佳蕾）

本报讯喜剧《来都来了》近日发布

“人都没了”预告及海报，魏大勋劝阻唐

鉴军电梯吸烟引发意外，惨遭家属天价

索赔引发网友热议：“是老人变坏了还

是坏人变老了？”该片由刘奋斗执导，廖

凡、佟丽娅、乔杉、范伟、杜江、包贝尔、

魏大勋、唐鉴军、黄璐、李蔓瑄、海一天、

廖健等主演，尽显各种“来都来了”式生

活场景下的嬉笑闹剧。

《来都来了》讲述了一个关于道德

绑架的故事。魏大勋与“谢广坤”扮演

者唐鉴军首度合作，“造孽之人”谢广

坤“作妖”技能再升级，电梯抽烟不听

劝，胡搅蛮缠闹翻天，吓得魏大勋瑟瑟

发抖。“劝了一下就劝出去20万”，老人

家属带着 POS 机索要高额赔偿，还找

来海一天进行“和稀泥”式调解，不断

重复着“不能光讲理，人情就是天”说

服魏大勋乖乖掏钱。

电影《来都来了》取材于我们的日

常生活，相信每位观众都能在观影过

程中找到共鸣。4月 3日全国上映，敬

请期待。

（木夕）

本报讯 由周青元执导，王砚辉、张

宥浩、龚蓓苾领衔主演的电影《了不起

的老爸》近日发布“全能老爸”版预告

片，并同步发布了“父慈子笑”版海报。

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究竟是怎样

的形象？在电影《了不起的老爸》“全

能老爸”版预告中，似乎给出了答案

——他可以是一位了“了不起的老音

乐人”，因为“以前在军乐团吹小号”；

他也可以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司机”，

因为常年开出租车，能保证儿子“准时

到考场”；他还可以是一位“了不起的

老工具人”，面对儿子的要求，老爸可

以无所不能……

然而与大家想象不同的是，这位

单亲家庭里的父亲肖大明（王砚辉

饰），早已被多年平凡的生活磨平了棱

角——走调的小号被邻居嫌弃，想飚

车却日常遭遇堵车，就连“好得很”的

肺活量，也因长期“吞云吐雾”而今不

如昔，直至被马拉松队金牌魔鬼教练

夏露（龚蓓苾饰）大声斥责……预告片

中对父亲形象的反差式展示，既有着

市井气下的幽默，也让人看到有关生

活的无奈和妥协。

据了解，该片将于 4 月 9 日全国

公映。 （影子）

本报讯 3月19日由乌拉·沙林自

编自导，拉斯马斯·伯格、埃利奥特·
克罗赛特·霍夫等主演的电影《扎卡

里亚的抉择》上线欢喜首映。影片导

演乌拉·沙林将镜头对准了欧洲日益

崛起的本土右翼思潮与移民极端主

义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借两个身份地

位完全不同的视角，为丹麦勾勒了一

个困局重重的未来图景。

影片曾获 2019年第 48届鹿特丹

国际电影节老虎奖、观众奖提名。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李九霄、李梦、张颂文、

王砚辉主演，李小江导演的《夏天只

是一天》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及定档预

告，宣布将于 5月 14日全国上映。该

片曾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

创投会拿下“最具潜力创作团队奖”。

连续发生的流氓猥亵案，搅得小

城居民日夜不宁。《夏天只是一天》讲

述的就是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小城风

云。

影片吸引了一众实力派演员的加

入，新生代演员李九霄搭档李梦、张颂

文和王砚辉等，上演了一出颇具话题

性的犯罪喜剧。这也是李梦和张颂文

在继去年爆款剧集《隐秘的角落》之后

的再度“合体”，两人在《夏天只是一

天》中组成“医护搭档”，令人期待。

电影《夏天只是一天》由北京菠

萝万象、北京唐德国际、宁波灵和、海

南微漫、北京小小影业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陈正道执导，郭富城、段奕

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杉领衔主演

的悬疑电影《秘密访客》将于 5 月 1 日

全国上映。近日，影片发布“没有秘

密”版海报，将这个非同寻常家庭的日

常生活展现在观众眼前。朝夕相处的

亲密互动，共处一室的推心置腹，围坐

酒桌的开怀畅饮……这一切究竟是家

人之间的温馨时刻还是掩人耳目的逢

场作戏？隐藏在这个家庭背后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

近日发布的“没有秘密”版海报，将

这个特殊家庭里的微妙关系逐渐揭

开。相谈甚欢的房间内隐藏着灼人心

事，姐姐（张子枫 饰）与访客（段奕宏

饰）真的是关怀备至的主客吗？无微不

至的爱护里透露着疏离与敌意，姐姐

（张子枫 饰）与弟弟（荣梓杉 饰）真的是

相爱相亲的姐弟吗？这个由谎言与秘

密建构的亲“秘”家庭，或许并非表面的

这般温馨和睦，随着访客的卷入，这个

家的“秘密”究竟会被“连根拔起”吗？

电影《秘密访客》由新丽传媒、阿

里巴巴影业出品行。 （杜思梦）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3月 19日，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350 余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410余部。上周（3月 13日

至 3 月 19 日）新增 7 部影片，全部

为故事片。

上周共有 28 个省区市的 137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213
部，达 23 万余场。5 条院线订购

影片超百部，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订购影片达 290 部。铜

仁地区新锦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订购场次最多，达37445场。放映

方面，青岛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

传放映卡次数最多，达 317 次；安

徽省新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

放映场次最多，达5227场。

各地院线开展

学党史“红色电影”放映活动

为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增强全

民爱国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党史，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近日多地院线

开展了红色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引

导基层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辖区居

民群众送上丰富电影节目。

3 月 14 日，“跟着电影学党史

百场影片进礼堂”活动在浙江省宁

波市塘溪镇沙村文化礼堂启动，活

动选择《建军大业》、《红星照耀中

国》、《开国大典》、《烈火英雄》、《我

和我的祖国》等 30 余部优秀红色

主题影片，在各镇农村文化礼堂放

映，以电影艺术的方式展现建党百

年的光辉历程与辉煌成就。

3月15日晚，由洛阳市电影发

行放映公司和洛阳新农村数字电

影有院线组织的142支放映队，在

全市 142 个乡村和社区同时为广

大群众放映史诗巨片《建党伟业》

和弘扬时代楷模的影片《文超荣》

等 20 余部优秀国产影片，正式拉

开“百年万场”洛阳市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公益主题电影暨 2021 年

度公益电影集中放映活动的序

幕。按照“一村（社区）一月一场”

公益电影服务目标，2021 年洛阳

将完成全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

务32748场，洛阳市城市区社区电

影放映任务 1944 场，及市重点项

目工地电影放映任务 350 场，其

中，放映歌颂共产党丰功伟绩题材

影片不少于10000场。

近日，新疆昌吉市启动“红色

电影进乡村”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计划在昌吉市十个乡镇50个行政

村放映红色电影 100 场。此次放

映活动后，将继续开展“建党 100
周年”主题电影，即进村组、进红

区、进军营、进校园、进机关、进企

业、进工地和进教老院，同时充分

发挥昌吉市 9 座红色影院的阵地

优势，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

党史教育的同时丰富文化生活。

主旋律影片最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

继续加大影片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网站、微信公众号向各地院线及放

映员荐片，推荐的影片以党史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为主。从本周订

购数据来看，最受院线关注的影片

前 20名中有 17部为主旋律影片，

近期中心推荐的影片成为首选。

不但新上平台的《金刚川》、《八

佰》、《夺冠》等影片订购靠前，而且

一些经典旧片像《建党伟业》、《建

军大业》等也有众多院线选订。

科教片订购方面，上周共有

170 部被订购，累计订购达 85000
余场，占比总场次的37.26%，涵盖

了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健康生活、

科普环保等各个领域，《电瓶车安

全小故事》以 5529 场的订购夺得

周冠。

新片方面，上周有七部故事片

登陆农村电影市场，其中《残香无

痕》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

对兄弟与一个女人之间发生的伦

理悲剧，深刻探讨了底层女性的命

运。该片曾获伦敦电影节最佳原

创剧本奖、南非国际电影节最佳影

片奖和最佳编剧奖、米兰国际电影

节最佳女主角奖，影片还入围了

2020年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点

评》，欢迎各省区市电影管理部

门、农村院线、影片发行方将近期

影片订购情况、设备巡检运维工

作、技术服务培训工作等信息及

照片发给我们。《农村电影市场周

点评》将在《中国电影报》、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

号刊发，并选出优秀稿件推荐主

流权威媒体刊发。投稿邮箱：

dmccnews@dmcc.org.cn，来稿请注

明作者、联系方式及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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