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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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 部，其中 2020 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 300 余部。2022 年第 10
周（3 月 5 日—3 月 11 日）全国共有

28个省区市的108条农村电影院线

订购影片1125部，共计20万余场。

订购部数方面，有 8 条院线订

购过百部，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以227部的成绩位居

首位；订购场次方面，有5条院线订

购过万场，临汾新影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订购场次最多，近2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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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次；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多，

近4500场。

各地开展“学雷锋”

“妇女节”主题放映活动

当周正值“学雷锋日”和“妇女

节”，多地院线结合当地特色，开展

了不同形式的主题放映活动。

在第 59 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

之际，安徽、四川、内蒙古、山东等

多地院线开展了学雷锋主题电影

放映活动，放映了影片《离开雷锋

的日子》和《青春雷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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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新疆、陕西、北京等地

公益电影放映单位开展主题电影

放映活动，放映了《温暖的抱抱》、

《你好，李焕英》等影片，让当地妇

女朋友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有意

义的节日。

战争片订购保持强势

故事片方面，《血战狙击岭》、

《突围》、《血战许昌》、《浴血广昌》

等战争题材影片牢牢占据故事片

排行榜前列，此外《永远的记忆之

血战黎明前》首次入榜，位列第

三。该片 1 月份登陆农村市场，截

止到3月11日，两个月时间共有32
条院线订购累计达6711场。

科教片方面，两部2022年登陆

平台的“可可小爱”系列片《可可小

爱之文明礼仪》、《可可小爱之卫生

与健康》本周最受关注，分列科教

片排行榜前两名。该系列片目前

共有12部可供订购。

新片方面，《一件棉袄》本周登

陆农村市场，该片讲述了一名国民

党士兵，因一件解放军棉袄而获

救，从此改变信仰，成长为一名解

放军战士的曲折故事。影片借片

中演员一个个灵魂发问，探讨了一

个关于信仰的话题，诠释了共产党

人的忠诚信仰，弘扬了主旋律，充

满正能量。

当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网站和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www.dfcc.org.cn）还推出了“感受

奥运精神 冬残奥会主题影片推

介”和“巾帼建功新时代 女性题材

影片推介”推介专题，推荐了《妈妈

的神奇小子》、《了不起的老爸》、

《秀美人生》、《守望相思树》等，希

望广大院线及观众积极订购。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青春爱情电影《可不可以

你也刚好喜欢我》正在热映中。自上映

以来，影片凭借青涩爱情、热血青春、清

新校园等多样的元素，成为了不少观众

在这个春日不二的观影选择。3 月 14
日，影片发布特别预告与海报，尽显温

暖浪漫。

影片讲述了一个甜蜜中夹杂着酸

涩、欢笑中包含着泪水的动人故事，青

梅竹马的田筱湘与李助豪从小心翼翼

的彼此暗恋到勇敢说爱的双向奔赴，可

谓相当戳心。近日发布的白色情人节

海报，筱湘与助豪浪漫合照，粉红泡泡

满溢，令人心动。

正如原著作者肆一所说：“无论如

何，都不可以放弃去爱人，或是被爱。”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正是传递

出了“爱情需要勇敢”的主题，也触到了

观众的心底，引发强烈共鸣——“每个

人好像都有各自不敢正视自己感情的

原因，但当勇敢迈出那一步以后，无论

结果是否完美，起码我们有为了爱而努

力过。”

（花花）

本报讯 3 月 14 日，青春爱情电影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发布定档海

报，并宣布将于 6 月 24 日正式上映。

影片由吴家凯执导，周依然、吴念轩、

汤加文、翁楚汉主演，吴彦姝、张歆

艺、袁弘特别出演。

首发曝光的“心动”版定档海报

上，主演周依然、吴念轩超甜“仰头

杀”亲密互动，一见心动让人感受到

溢出画面的青春气息，在阳光树荫巧

妙勾勒出的心形背景之下，我只想对

你说出的心事是“喜欢你，是我人尽

皆知的秘密”。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讲述了

胆小的大四女孩童知了（周依然 饰

演）与暗恋四年的男生顾彬（吴念

轩 饰演）在校园里意外相遇，从此

这个只敢躲在图书馆角落偷看他背

影、默默写信给他却从未寄出的女

孩，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初

恋。

定档海报上“依然想念”CP 甜蜜

互动，当怀揣着暗恋小心思的单纯女

孩童知了仰起头，发现暗恋对象顾彬

也在低头看向她。只是俯仰之间一

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一次深情眼神的

幸运交汇，透露出两人之间洋溢的无

限爱意，让人瞬间重返青葱岁月，感

受到难忘的校园记忆里那份独一无

二的小美好。 （花花）

本报讯 韦家辉刘青云再度联手的

《神探大战》此前正式宣布4月2日清明

档期上映。影片集动作和悬疑于一

身，近日发布一组缉凶现场版剧照和

IMAX海报，透露出影片除剧情外的另

一大看点，这次《神探大战》是“大案件、

大人物、大银幕、大冲击”。

《神探大战》讲述了一个以“神探”

为名的犯罪团伙，他们以暴制暴、预告

杀人、私刑执法，使得香港陷入无尽恐

惧之中。患有精神疾病的“癫佬神探”

李俊（刘青云饰）独行查案，以“神探夫

妇”陈仪（蔡卓妍饰）和方礼信（林峯饰）

为首的重案组也身陷与杀戮赛跑的缉

凶之路。几方“神探”纠缠在一起，真相

未明，正邪难辨。

韦家辉的编剧作品几乎就是犯罪

悬疑类影片的“金字招牌”，他擅长于讲

一个拥有多重伏笔和惊喜的故事，不到

最后一刻观众都很难猜到真正的凶手

到底是谁。不过这次《神探大战》却挑

战了韦家辉作为导演的极限，不但剧情

升级，就连场面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

难度。从此次曝光的 IMAX 海报中可

以看到，身穿黄色雨衣的刘青云舒展双

臂，仿佛一场邪恶表演中的主角。而在

他身后停泊着舰艇、邮轮的船坞正在发

生着巨大的爆炸，腾起的蘑菇云和漫天

的火光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神经。

据了解，这场船坞爆炸的戏正是

《神探大战》结尾的一场高潮戏份，韦家

辉表示，自己早在拍《鬼马狂想曲》时就

有了拍这场戏的一个雏形想法，但是当

时没有条件去实现。这次拍摄船坞环

境复杂，涉及到好多惊险镜头，韦家辉

坦言现场不敢大声催促，一定要保证演

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这个场景之前

没有人拍过，因为真的很难拍。那个船

太大了，尤其是注水后，你根本没有办

法再把器材运过去拍，演员也过不去。

后来只能一点点吊着过去，整个过程特

别紧张。”

除了结尾的大场面大冲击之外，韦

家辉在采访中还透露这次挑战了一项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庙街实景

拍跳楼。“在香港拍电影久了都知道，如

果你想拍庙街，很多制片都会说别想

了！但这次我觉得剧情是有需要的，我

也不想用绿幕，制片组很纵容我。在庙

街拍戏不容易，而且我不是拍一天两

天，是拍十多二十天。不仅仅是拍在庙

街走过或者聊天，而是从天台上跳下

来，还放烟雾弹，还爆炸，难度很大。”

《神探大战》由英皇（北京）影视 、

英皇影业、北京上狮出品。韦家辉编

剧、执导并监制，刘青云、蔡卓妍、林峯

领衔主演，李若彤、谭凯、陈家乐、汤怡、

何珮瑜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

的电影《新蝙蝠侠》（The Batman）即将

上映。影片近日发布“势不可挡”片段，

蝙蝠侠为调查连环命案，初探藏污纳垢

的冰山俱乐部，一路以一敌十过关斩

将，终于见到哥谭地下恶商企鹅人，一

场斗智斗勇的火爆对决即将开始。

《新蝙蝠侠》还原了早期原著漫画

中蝙蝠侠的侦探身份，讲述谜语人疯狂

作案令整座城市陷入惊天危机，蝙蝠侠

毅然冲进重重“谜”雾拯救哥谭的故

事。全新发布的“势不可挡”片段中，蝙

蝠侠来到哥谭地下恶商企鹅人的地盘

调查线索，“喽啰们”闻风而至对蝙蝠侠

展开围追堵截，蝙蝠侠以一敌十武力爆

表，奉上了一场干净利落的精彩动

作戏。

此次《新蝙蝠侠》的动作风格采用

快准狠的实战型打法，并在拍摄中融入

见招拆招的即兴表演，以求最大程度地

给予观众真实感和临场感。为此，罗伯

特·帕丁森进行了为期七周的动作特

训，反复磨练多组格斗动作，以强化临

场反应和肌肉记忆。“势不可挡”片段完

美展示出了他的训练成果，眼睛始终保

持观察对手，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充满

猛兽般的机警和爆发力。

《新蝙蝠侠》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出品，马特·里夫斯执导，罗伯特·帕丁

森、佐伊·克拉维兹、保罗·达诺、安迪·
瑟金斯、柯林·法瑞尔等主演。影片将

于3月18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日前，《神秘海域》联合

IMAX及PlayStation，共同举办了《神秘

海域》“畅爽嗨玩”首映观影活动。

活动现场，IMAX超大银幕上体验

PS 游戏《神秘海域》的极限玩法堪称

国内首次，超大画幅的游戏体验感让

现场观众直呼“过瘾”，感叹大银幕所

带来的非凡极致爽感。

现场还曝光了“荷兰弟”的独家问

候视频，视频中“荷兰弟”亲切的向中

国观众热情打招呼，并邀请大家一起

踏上冒险之旅。此外，现场互动游戏

也是高潮迭起，宝藏级大奖 PS5 游戏

机点燃所有观众的参与热情！在接下

来的夺宝游戏中，4 名玩家同台竞技，

一决胜负。比完勇气比运气，最终的

真假宝箱环节中，有人锦鲤附体，喜提

终极大奖 PS5 游戏机，也有人成为全

场幸运儿，现场拍照打造独一无二的

个人专属 IMAX 海报！更让观众兴奋

的是，久违的大片带来的“极致嗨爽观

感”，“好久没在影院看过这样的爽片

了，IMAX 大银幕真的是爽爆了”、“大

银幕看大片，不能再过瘾了”、“超大画

幅沉浸式夺宝冒险，感觉好真实”。

影片同时发布“神龙夺金”版中国

风特色海报和“古船激战”版片段。隐

匿百年的沉船宝藏重见天日，引发各

方势力跨国追寻，荷兰弟能否如愿获

得 50 亿 黄 金 宝 藏 ，终 极 答 案 影 院

揭晓。

影片由索尼影业出品，改编自

PlayStation 全球经典动作冒险游戏 IP
的真人电影《神秘海域》；由鲁本·弗雷

斯彻执导，汤姆·赫兰德、马克·沃尔伯

格、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索菲娅·阿

里、塔蒂·加布里埃联袂主演。3 月 14
日，该片以以 2D/Cinity/CGS 中国巨幕/
杜比影院/杜比全景声/IMAX/ScreenX/
4DX/RealD/LUXE 格式正式在中国内

地上映。

（杜思梦）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定档6月24日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发全新预告

《新蝙蝠侠》发布“势不可挡”片段

《神秘海域》联合IMAX及PlayStation“畅爽嗨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