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综合12 中国电影报 2021.10.20
责编责编::李佳蕾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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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村
流
动
数
字
电
影
市
场
（2021
年10
月9
日
—2021
年10
月15
日
）
：

2 0 2 1

年
第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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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4500部，其中 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

片 180 余部。上周 31 个省区市有 177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492部，共

计17万余场。

上周9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其

中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和浙江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

300部；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订购影片过万场，江西欣荣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紧随其后，

订购 9000余场。放映方面，北京世纪

东方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最多，约700
次，江苏新希望院线回传放映场次最

多，超 10000场。放映公示填报方面，

陕西、山西、湖北等地院线填报数量增

长较多。

故事片订购方面，经典抗战喜剧

《举起手来》仍然高居排行榜前列；《金

凤湾的笑声》、《家有婆媳》等反映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题材的豫剧电影也颇

受青睐。科教片订购方面，《我能做的

事儿》、《儿童步行交通安全》、《儿童用

眼健康常识》等儿童健康安全题材影

片关注度较高。

“过亿”影片《白蛇2:青蛇劫

起》《追凶者也》登陆市场

继《了不起的老爸》、《当男人恋

爱时》之后，农村电影市场再添《白蛇

2:青蛇劫起》、《追凶者也》两部城市票

房过亿影片。其中《白蛇 2:青蛇劫起》

为 2021 年暑期档影片，收获约 5.8 亿

票房。影片讲述了白蛇为救许仙水

漫金山，却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青

蛇为了推倒雷峰塔而进入修罗城历

劫冒险的故事。该片制作方“追光动

画”的另一部作品《小门神》也可在电

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订购。截至目

前，平台共有 180 余部票房“过亿”影

片可供订购，其中 2020年以来出品的

票房“过亿”影片约 15部。

此外，近期平台上新的一批婚恋

题材科教片也可关注，如《婚前财产协

议的那些事》、《夕阳下的婚姻》、《被胁

迫结婚，我该怎么办？》等，院线可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片组织

开展放映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关护弱

势群体，共创和谐社会。

重阳节公益电影放映弘扬敬

老传统美德

上周恰逢重阳节，为弘扬“尊老、

爱老、敬老”传统美德，河南平顶山、

陕西汉中、四川乐山、山东兰陵等地

放映单位积极开展送公益电影进敬

老院活动。

舞钢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电

影文化志愿服务队分别到尹集、尚店、

庙街、杨庄等敬老院，开展“我们的节

日·享乐金秋爱在重阳”红色电影送到

敬老院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平顶山

市石龙区开展了由区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区民政局主办，区电影服务站承办

的“老年节关爱老人·电影送进敬老

院”戏曲电影进敬老院放映活动。汉

中市南郑区电影站分别组织放映队到

区中心敬老院以及圣水、法镇等区域

中心敬老院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汉台区电影站放映队会同当地口腔医

院给老人们普及口腔知识，为老人进

行口腔义诊，同时为老人们放映电

影。乐山市惠民电影公司组织流动放

映队在全市十余所敬老院开展慰问活

动，放映电影 20 场，发放慰问礼品

1200余份。兰陵县电影公司联合兰陵

县青年创业协会，在县代村国家农业

公园开展“九九重阳，孝行天下”主题

放映活动，为村里的老人送去电影大

餐，陪老人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重阳

佳节。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成都金沙院线积极开展2021中国农民

丰收节“庆丰收 感党恩”主题放映活

动。启动当晚，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

兴增村文化广场人声鼎沸，电影《袁隆

平》吸引了大量村民前来观看。该影

片是根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真实事

迹改编，讲述了这位“杂交水稻之父”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为解决人类

温饱问题，执着于杂交水稻研究的坎

坷历程。在影片结尾处时年79岁的袁

隆平亲自出演，在片中接受外国记者

采访，用熟练的英文阐释自己“禾下乘

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不

少观众看到此处潸然泪下，纷纷表示，

“从吃饱每顿饭，到端牢中国人的饭

碗，这条路上，遍布他的足迹。家家飘

起饭菜香，我们又会时常念起他，他的

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据了解，本次活动从 9 月 23 日起

持续到 10 月 30 日，成都金沙院线 100
多支放映队伍分别奔赴城乡村镇、广

场社区、敬老院、学校、景区、工地等地

放映《袁隆平》、《扶贫主任》、《我的父

亲焦裕禄》、《天渠》等十余部反映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

内容的优秀影片共1000场次。让人们

深刻感受新时代农村发展的巨大成

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光明前景，凝聚强

大精神力量，奋力开创新时代“三农”

工作新局面，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赶考路，展现新作为，作出新

贡献。

映前，成都金沙院线与成都市郫

都区安德镇联合举办了农民趣味运动

会，比赛项目有晒场收谷、磨豆子、同

心锯木等趣味赛事不断推出，参赛者

全力以赴，观赛者呐喊助威，全程创意

呈现，不断地传递着人民丰收的幸福

喜悦。同时，还在农民趣味运动会场

地两侧设置农产品交流区，由当地村

民推出的各种美食，也在现场展现出

来，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纷纷前来品尝

和购买。“通过趣味活动加电影文化的

方式，将农民丰收节打造成繁荣乡村

文化、传承农耕文明、推动产业发展、

活跃城乡市场、搭建扶农助农的重要

平台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成都市郫都

区安德镇相关负责人说。 （龙红梅）

本报讯 9月 28 日傍晚，宜宾市筠连

县巡司镇庆高村村委会院坝，放映员

钟平像往常一样架设银幕、张挂标语、

安装调试放映设备、摆放流动农家书

屋……一场农村公益电影即将放映。

现场，获得宜宾市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先进个人、宜宾映三江院线志愿

服务者刘平对照泥石流、滑坡、地震的

教学模型，结合当地地理现状向观影

群众介绍地质灾害产生原理、如何识

灾避险等。随后，放映了地质灾害防

治宣传片《生死避让》、地震避险动画

片《平安中国》和故事片《烈火英雄》。

这场电影放映是为国庆期间和秋汛地

灾防范安全工作，针对当地地灾隐患

点，筠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宜

宾映三江农村院线带给庆高村村民们

的一份“特殊礼物”。

在秋季开学时，宜宾映三江“志愿

服务宣讲队”走进叙州区黄冈学校、横

江中学，开启电影“防灾第一课”。宣讲

志愿者刘平给同学们带去地质灾害防

范知识，组织同学们观看四川省地质灾

害防范宣传教育片《生死避让》视频，为

同学们播下防范地质灾害的“种子”，树

立面对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横江

中学组织全校 1900 多名师生分班在教

室同步观看视频。给全校师生上了一

堂生动的安全课，提高了识灾防灾避灾

的知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继获得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称

号后，2021 年，宜宾映三江农村院线被

宜宾市政府表彰为地质灾害防治先进

集体，被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自然

资源厅联合授予“青春志愿·守护生命”

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

号。全市公益电影队伍组建成立了“宜

宾市地质灾害防治公益宣传队”，宜宾

市地质灾害指挥部授旗授牌，配置标识

性马甲、帽子、旗子和标语等 200件套。

宜宾映三江农村院线积极引导全

市公益电影队伍投身志愿服务活动。

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注册志

愿服务支队，组织 150 余人公益电影队

伍建立公司支队、区县管理站大队、志

愿服务小分队三级组织结构，利用“一

村一月一场”电影放映机会，积极开展

建党百年、百部红色电影进万家、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法治、禁毒、食品安全、

地灾防治、防震减灾、廉洁文化、家家

幸福安康、道德模范、艾滋病防治等主

题宣传，以及宣讲活动。今年，由宜宾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的“百部红色

电影进万家志愿服务活动”走遍三江

大地 2000 多个行政村和社区。还组建

成立“宜宾市防震减灾志愿服务宣传

队”，以完整的组织结构使志愿服务常

态化，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

故事。

志愿服务不断创新，除了把防灾

宣传进入城市影院，还创新实施“流动

农家书屋”志愿服务工程，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专门给队伍配置流动书架

160 套，购置科普丛书数百套，放映队

伍以“电影+书屋+宣讲”形式为志愿服

务注入新的内容。积极探索防灾宣传

志愿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把

放映员发展为“灾情速报员”，在已建

立市县两级宣传队的基础上，实现分

区包片包点到人，充分发挥“第一响

应”优势，建立防灾减灾长效机制，让

志愿服务已成为常态。

截至目前，宜宾映三江公益电影

志愿服务队通过电影放映开展“流动

农家书屋”阅读和主题宣讲 8000 余场，

参与志愿服务全年达上万小时，年人

均约 80 小时，服务群众 40 多万人次。

通过旗帜引领、电影宣传、映前宣讲、

影画结合等多种方式呈现全新立体式

的志愿服务。

（宜宾映三江农村院线供稿）

成都金沙院线开展“庆丰收感党恩”主题放映活动

四川宜宾公益电影队伍投身志愿服务

著名歌剧《图兰朵》是一个西方人

关于中国的想象。这部经典歌剧与

编剧王小平创作的长篇小说《三色

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之后，在

导演郑晓龙手中成为了中国人用影

像语言重新理解《图兰朵》的一次全

新尝试。

这是一场从 2018 年就开始打的

“仗”，因为《图兰朵：魔咒缘起》中使用

了大量的特效和武打动作戏，制作成

3D效果花了不少时间，又加之疫情阻

挠，电影一直到了近期才上映。对于

郑晓龙导演而言，这是他在奇幻爱情

题材上的第一次“试水”。

中西方文化的勾连与重写

郑晓龙导演并不是首次拍摄电

影，早在 20年前他就和妻子王小平创

作过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刮痧》，

但在奇幻题材上做文章，郑晓龙确实

算是“新人”。电影《图兰朵：魔咒缘

起》创作灵感来自于歌剧《图兰朵》，歌

剧版故事的爱情观、世界观和故事逻

辑都是西方语境，为了能够让观众看

到中国人自己的图兰朵公主，编剧王

小平对故事进行了改造，融入了东方

人理解自身文化的表达。而在《图兰

朵》所表现的价值观方面，郑晓龙坦言

影片藏着中国人的“基因”。

电影中关晓彤饰演的图兰朵公主

为保护自己心爱的卡拉夫，选择反身

扑向了泊炎将军，最终为爱牺牲。有

不少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东

方童话故事最后会选择以公主死去作

为落幕，但这样的悲剧结局在郑晓龙

导演看来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双重体

现。这样的设计不但是反映为爱牺牲

的伟大精神，还是与爱人有着血海深

仇无法获得圆满结局的必然结果，用

郑晓龙的话说就是，“为了他人、爱情

而牺牲是东方人的价值观，而西方人

的价值观是皆大欢喜。”

视效与动作戏背后的创作难度

视效和动作戏是影片的一大看

点，尤其是绚丽灿烂的焰火造型为观

众呈现一场视觉盛宴，飞龙、游凤、灯

笼、纸伞等栩栩如生。谈到如何将影

片中大量的特效和武打戏份更好结

合，导演表示难度不小。“拍纺织大殿

的戏时，需要在拍之前就与武指、特

效、演员、摄影进行充分沟通，什么动

作能用特效更好地呈现、道具与人物

动作如何产生动作逻辑等问题有很大

的创作难度，这些我们没有可以参考

的对象。”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评价影

片时表示，“为了将西方‘镜子’里的中

国再反转回来，导演和编剧做了多重

的努力，而 3D的加持让片子更有童话

感，像是一部暗黑童话。”

“我们就是国产影片”

《图兰朵：魔咒缘起》由迪伦·斯

普罗斯、苏菲·玛索、文森特·佩雷斯、

种田阳平、西蒙·弗兰格林等主演主

创参与拍摄制作，一度被质疑是中外

合拍片。对于这一质疑，郑晓龙导演

回应表示，“我们不是合拍片，就是国

产影片。”被问及如何招募到这支团

队时，他解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

喜欢这个故事和概念。歌剧《图兰

朵》是世界上十大著名歌剧之一，《图

兰朵》从来没有上过大银幕，当他们

看到我们对于《图兰朵》的阐释，都非

常理解并且喜欢。”

《图兰朵：魔咒缘起》:
一次奇幻题材的“新手”探路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本报讯 纪录电影《演员》近日在

京首映。影片以“新中国二十二大电

影明星”为切入点，讲述于蓝、秦怡、田

华、于洋、王晓棠、金迪、谢芳、祝希娟

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从影经历和艺术成

就，以他们塑造的经典电影形象向中

国电影致敬。导演潘奕霖首先分享了

影片的拍摄历程，“电影从头到尾拍了

五年有余，因此素材就有几百个小时

之多，最后才有了这样93分钟的呈现，

其实这个梳理的过程异常艰难。”

金迪、谢芳、张亮三位 80 多岁的

老艺术家在映后惊喜亮相。谢芳难

掩激动之情，数次向现场观众深情

“告白”，“我们演员最爱的人是观

众！”“演员最需要的是观众！没有观

众，就没有演员。”金迪寄语当代青年

演员：“忠实于角色、忠实于电影、忠

实于剧本。”她真诚地说：“演员不要

只关注自己，而是要投入到角色中。”

张亮现场秀出了一段铿锵有力的绕

口令《玲珑塔》，诠释演员基本功，让

人为之惊叹。三位老演员慷慨激昂

的发言感动全场，现场气氛高潮迭

起，掌声不断。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胡智锋表示，"我们致敬二十二大电

影明星，重温‘演员’这两个字的深刻

内涵，其实在这个时代尤为重要，让

我们再次为真正的演员的崇高理想

和敬业精神而点赞、鼓掌、喝彩。"
该片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

将于 10月 30日全国院线公映。

（木夕）

纪录电影《演员》全国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