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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看公益电影变成开“盲盒”

临近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纪念日，故事片订购方面，上周延

续此前抗战题材影片订购热度，《十

三猎杀》、《举起手来》、《烈火金钢》、

《坚守 1200秒》等多部影片持续获得

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扫黑·决战》、

《除暴》、《悬崖之上》等城市票房“过

亿”影片也位居故事片订购前列。

科教片订购方面，《错误饮酒的

危害》、《低盐饮食保健康》等饮食健

康题材影片受关注度较高。

新片方面，2021年“暑期档”影片

《直立象传说》于 7 月 30 日在城市影

院上映后不到一个月就登陆农村市

场，让广大农村观众无缝衔接观赏到

了这部温暖励志的合家欢电影。该

片是中国和新西兰合拍的第一部动

画，讲述了“桃栗象”木子李为冲破奴

役枷锁，毅然踏上“找寻自我”之路，

最终战胜重重困难，使全家人重获自

由的故事。

这两年，“盲盒”在国内大热，这

种“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开箱有

惊喜”的娱乐项目对于盲盒爱好者来

说，是一种惊喜与快乐。但随着“万

物皆可盲盒”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

热议，让人思考。

真的“万物皆可盲盒”吗？起码

对公益电影放映，我们要说：“不！别

让老百姓看电影变成开盲盒。”

放什么电影、在哪放电影、什么

时候放电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三个

要素，缺一不可。放映计划若没能让

老百姓提前预知，对于群众来说，看

公益电影无异于开“盲盒”——观众

的真实观影需求、现场感受、观影率

都会大打折扣，这对于放映员的辛勤

劳动甚至对于公益电影放映事业发

展而言，会造成致命影响。

对此，一些农村观众表示，想看

电影却不知道从哪儿获得放映信息；

有时候错过了放映员的广播；有时跟

着街坊去看了，但事先不知道是不是

自己喜欢的电影，更多时候是因为没

有看到预告而错过了想要看的电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宣传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研发并上线

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各地老百姓无论是通过

手机还是电脑，都无需用户名密码，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放映公示”按钮，

就可以对“放映时间”、“影片名称”、

“放映地点”、“放映队”等信息进行查

询，还可以联系当地放映队建议订购

喜欢的影片。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

放映公示让放映信息更清楚，让看电

影不再成为“开盲盒”。

根据“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数据，截至目前，放映公示信息总条

数超过 30万条，虽然各省区市均有农

村院线参与填写，但仍需加大力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

影中心负责人表示，放映公示确保了

基层放映任务的科学监管和精准落

实，是农村电影放映高质量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

“放映公示的填报，有利于院线

开展放映工作，并对放映计划进行管

理。同时可以提高放映宣传力度，增

加观影人数。”浙江新农村院线相关

负责人说。

贵州黔西南州新视听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表示，根据放映公示，能清楚的

了解各放映队放映任务的安排比重，

掌握放映动态及习惯，较以前能更好

调整各月任务完成情况。放映员能主

动计划，提前预告放映内容，并按计划

完成放映任务。老百姓对放映工作提

前预告非常喜欢，可据自己的喜爱、需

求观影，观影人数逐渐增加。

鄂尔多斯院线相关负责人表示，

放映公示为更好管理放映队放映数

据、与节目回传数据进行比对等方面

发挥了作用。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上的放

映公示栏目，为放映队和观众间架起

了电影放映信息的桥梁。让喜欢看

电影的百姓知道何时去哪里能看到

什么电影，方便了百姓观看公益电

影，对农村电影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宣

传作用。更加方便了院线全面了解

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每天工作情况。”

牡丹江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相关负

责人说。

山东省邹城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表示，放映公示向社会公众公布放映

内容及时间、地点，让更多的老百姓

知晓公益电影放映信息，提高了公益

电影放映的知晓率，今年老百姓观影

人次大幅度提高。

露天电影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心灵

慰藉，时光流逝，这种慰藉也慢慢凝

聚成了一种宝贵的时代记忆，永远地

存活于一代人的心中。随着经济的

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公益电影放映的

职能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

的公益电影放映相比互联网和电视

而言，除了具有集体性、社交性、仪式

性等特点，还有着高度的组织性、突

出的主题性、鲜明的群众性、永恒的

公益性以及宣传成本低等优势，在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同时，更在传承民族文化、弘扬建

党精神、提高知识素养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为公益电影放映核心运营单

位，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将根据各农村院线、观众的建议，

持续优化升级放映公示相关平台，不

断提高放映公示的易用性、便捷性；

各院线作为公益电影放映的直接服

务单位，要积极向广大观众推广放映

公示平台，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方便快

捷的放映查询服务。

今年是“农村电影放映规范年”，

优质的放映服务背后离不开有效的

规则和标准，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

泛参与。让老百姓提前了解影片信

息，把选择权交给观众，不但能够有

效维护公共权益，更是实现政府高效

监管、电影市场公平竞争、公益放映

事业有序发展的关键一环。

（作者单位：中央宣传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由美国狮门影业倾力呈

现的青春科幻大片《混沌行走》8月 27
日上映，作为今夏值得期待的科幻大

片之一，影片四大看点全面“解锁”。

根据知名科幻IP改编

电影《混沌行走》改编自知名作

家派崔克·奈斯同名系列畅销作品，

作为当代青少年科幻小说的标志性

作品，其荣获了包括卡内基文学奖等

多项权威大奖，原著深厚的文学性和

引人入胜的情节为影片的成功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而美国狮门影业身

为青春科幻潮流的缔造者，对此类影

片有着丰富的制作经验，其打造的

《饥饿游戏》三部曲曾风靡全球，狂揽

近 30亿美元票房。

“金牌导演+超豪华卡司”

本片阵容可谓好莱坞难得一见

的豪华班底，导演道格·里曼曾执导

过《史密斯夫妇》、《谍影重重》、《明

日边缘》等经典作品。演员方面，为

大众熟知和喜爱的“小蜘蛛”汤姆·赫

兰德将上演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他和女主角黛茜·雷德利有不少对手

戏，两人之间化学反应十足，演绎出

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懵懂和美好。“星

战女”黛茜在影片中展现出了地球女

孩的坚强和智慧。麦斯·米科尔森演

技精湛，在影片中营造出的压迫感和

威慑力令人过目难忘。

“噪音”设定大开脑洞

《混沌行走》的设定非常新颖，故

事发生在未来新世界，人类移民到新

的星球，却发现感染了“噪音”病毒，所

有男人的想法都会像弹幕一样实时展

现出来。为了将这一有趣的设定完美

呈现出来，导演创造性地将“噪音”病

毒变为笼罩在人类头顶的红紫色烟

雾。更神奇的是，人类可以通过自己

的想法控制“噪音”病毒并幻化成各种

形状，甚至可以“召唤”出大蟒吓退别

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然而，在这个没有隐私的世界里，

依然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无数谜题悬

而未决——为何这个星球没有女人？

地球女孩薇奥拉空降星球，为何唯独

她没有受到“噪音”病毒的感染？她与

托德之间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镇长

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竟一定要置两

人于死地？种种悬念的设置十分精

妙，也必将带领观众进入这个诡异莫

测的危险星球，感受肾上腺素激升的

快感。

大投资打造震撼视效

为了营造出被病毒感染的星球的

诡异感和冲击力，影片耗资 1.25 亿美

元，将“噪音”特效贯穿全片，真正做到

了“一句一特效”。不论是星球远处森

林上空笼罩的巨型“噪音”云团，还是

各主演幻化出的怪物巨兽，都将给人

带来超越想象的视听震撼。

除了精良的特效，影片的动作场

面也十分“炸裂酷炫”。“荷兰弟”和“拔

叔”之间的生死对决令人期待万分，两

人械斗肉搏轮番上阵，火花四溅，十分

精彩。密林遮天蔽日难寻出路，劲敌

围追堵截险象环生，紧张刺激的“高

能”场面接踵而至，久违的大银幕畅爽

观影体验不可错过。

《混沌行走》由美国狮门影业出

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并译制，华谊兄弟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聚合影联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助推广。 （木夕）

《混沌行走》揭秘诡异星球逃亡冒险

据统计，截至8月27日，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可

供订购影片4400余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片近160部。

上周有29个省区市的132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1233部影片，共计19

万余场。9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订购超200部；3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订购最多。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

放映卡次数最多，超350次；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

场次最多，超10000场。

各种形式的庆祝建党100周年主

题放映活动在多地持续开展，推动了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红色影片

热映，通过电影的教育引导、文化熏

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

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

动，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爱党爱国的巨

大热情，调动起广大群众共创美好生

活的强大力量。

北京世纪东方院线与门头沟妙

峰山民族学校、门头沟区电影发行放

映服务中心联合成立“电影传承 红色

文化”妙峰山民族学校影视教育基

地，通过“电影传承 红色文化 ”观影

活动，每月放映一部红色经典电影，

带领学生们学习党史、重温经典，将

红色记忆、红色传统、红色基因植入

每个学生的心中。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开展红

色经典电影公益放映系列活动，由社

区网格员入户请居民自己“点单”的

方式进行选片，更好满足广大居民不

出社区就看电影的需求。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清水镇营

盘社区邀请汉中市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公司镇巴服务站开展“文化进社

区”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看电影，学

党史”的方式为百姓们送去知识与欢

乐。

四川省冕宁县农村电影中心在

凉山军分区组织开展“凉鹰使命——

2021”战时国防动员综合训练演练时

为参训官兵驻地放映红色电影，让参

训官兵在演练之余放松身心的同时

接受党史学习教育。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多地推动红色电影热映

◎抗战题材影片持续热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