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猪猪侠大电影·
海洋日记》发布了全新定档海报和定

档预告，并正式宣布加入 2022 年暑

期档，定档 2022 年 8 月 6 日。影片讲

述了主角超星特工猪猪侠开启一项

全新的海底神秘任务，却意外发现潜

藏在海洋世界的巨大危机。解除大

危机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猪猪侠这

次要如何克服困难，突破自我，拯救

海洋呢？

定档预告中，猪猪侠在暗流涌动

的海底，泳姿灵活地肆意穿梭着，不

断寻找、不断躲避着什么。缤纷多

彩的海洋世界伴随着看不见的危机

径直袭来，猪猪侠裹挟在其中不断

奋力向前，似在努力化解着一个个危

机……究竟猪猪侠这次的艰巨任务

是 什 么 ？ 猪 猪 侠 能 否 圆 满 完 成 任

务？敬请大小朋友们拭目以待。

该片为猪猪侠系列大电影的第

七部作品，延续了该系列的高品质制

作水准，制作与内容双重升级，全新

的场景设定引人遐想。前作《猪猪侠

大电影·恐龙日记》更是 2021 年度五

一档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打破了中国

影史五一档动画片票房纪录，口碑票

房双丰收势不可挡。萌趣又勇敢的

猪猪侠作为深受小观众喜爱的动画

IP，自 2005 年诞生以来，迄今已有 17
年的长青化运营，成为新一代动画 ip
代表，在作品中真正做到了寓教于

乐。而其系列大电影自登陆院线大

银幕以来，一直是小观众们不可错过

的观影首选。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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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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 余部，其中 2020 年

以来出品的影片 434 部。2022 年

第 29 周（7 月 16 日-7 月 22 日）全

国共有 31 个省区市的 175 条农村

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471 部，共计

37 万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共有 11 条院

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凉山彝

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采取

“少量多次”的订购方式，订购

232 部影片总计 3973 场，每部影

片平均订购不超过 20 场。浙江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影片超

400 部，为订购影片最多的院线；

另有 10 条院线订购影片过 10000
场，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订购超 20000 场。放映方面，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

映卡 390 次、回传放映场次 14304
场均列首位。

公益放映进公园、进广场

放映成为城市新时尚

如今，公益电影不仅在农村、

城市社区以及校园广泛放映。武

汉、广州、成都等城市在广场、公

园、江滩等地也开展形式多样的

放映活动，让“公益放映”成为当

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武汉，露天放映遍布江滩、

公园、广场、社区、农村，这是电

影与武汉人持续十来年的约定，

承载着武汉人对电影从不间断的

热爱，更是武汉始终坚持的惠民

举措。从 2013 年 5 月开始，每年

的 4 月至 11 月，夜色降临之时，

只要不下雨，电影准时放映。武

汉汉口江滩的露天电影已变身为

武汉夏夜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

市民与长江、与电影亲近的“文

化符号”。随着“百花时间”的临

近，一批湖北武汉元素的电影将

送到市民“家门口”。从 7 月 15
日起，黄陂区黎元洪广场、蔡甸

区蔡甸广场、新洲区人民广场等

加入公益放映的行列，每晚 19
时，观众都可在身边的广场、社

区等地，欣赏到《你好，李焕英》、

《中国医生》、《忠诚与背叛》等

影片。

近日，一场户外电影放映活

动在广州越秀公园花城里·陌上

花开庭院举办。当晚，上百名观

众们观看了公益放映电影《奇

迹·笨小孩》。本次活动由广州

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主办、广东

花城文旅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协办、广州市金影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承办。展映活动将持续两个

月，每月放映两场不同的电影。

成都市正在全面建设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

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城市的文化

魅力，成都金沙院线农村数字电

影有限公司携手绿道、公园管理

单位，打造了多元化的放映场

景，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成都

东安湖世界大运会公园等地放映

了《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

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中国

机长》等多部优秀国产影片。

多部经典港片登陆农村市场

本周有《精武英雄》、《东邪

西毒》、《狮王争霸》等多部香港

经典影片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对于农村观众而言，最盼望的事

莫过于在大银幕上看到那些永

存影史的经典影像，重温香港经

典电影带来的热忱与感动。在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如《新龙

门客栈》、《六指琴魔》、《英雄本

色》、《大话西游之一月光宝盒》、

《大话西游之二大圣娶亲》等经

典港片也可供订购。

此外，新上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的纪录片《大国粮仓》亦

可重点关注，这是一部记录新中

国粮食发展史的重大题材影片，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聚焦我国

粮食安全的史诗型纪录电影。

影片集中展示了我国“三农”工

作的实践经历和历史成就，重点

展现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批

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们栉风沐雨、

耕耘不辍的“种子精神”，生动阐

述了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

自己的手中的道理。

故事片订购方面，迎接党的

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影片《中国

医生》、《红海行动》、《悬崖之

上》等订购排名靠前，持续保持

订购热度。《浴血大别山》、《血战

许昌》、《血战狙击岭》包揽故事

片订购排行榜前三。

科教片订购方面，随着 7 月

18 日“清朗·2022 年暑期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正式

启动，《网络沉迷与健康生活》成

为最受院线关注的科教片。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7月24日，李力追思会在北

京和力辰光总部举行。李力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2年 7月 21日 22点 35分在

乌鲁木齐逝世，享年52岁。

李力自 2012 年开始全心投入中国

影视产业，作为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

公司董事长、影视出品人、制片人，多年

来他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专

注打造精品化的影视项目，为影视行业

贡献了《飞越老人院》、《小时代》、《北平

无战事》、《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

《心理罪》、《南方车站的聚会》、《雪暴》、

《新世界》等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

品。

追思会由刘和平主持，腾讯视频孙

忠怀、爱奇艺王晓晖、光线传媒王长田、

正午阳光侯鸿亮、儒意影视柯利明等亲

临追思会以致哀悼，曾经对和力辰光影

视作品给予指导和扶持的相关部门负

责人也以个人名义敬送了花篮，芒果超

媒、潇影集团、阅文集团、博纳影业、浙

江华策、浙文影业、如石基金等公司致

以唁电，前往参加仪式的还有李力生前

好友及合作伙伴，包括刁亦男、万茜、马

东、马好、王强、王劲松、尹昉、兰晓龙、

任言恺、刘奋斗、孙红雷、李晓萍、宋柯、

张杨、张鲁一、张彤、张翀、陆川、姚婷

婷、郭靖宇、浦斌、崔斯韦、笛安、路伟、

管利彬、廖凡等。

刘和平在追思会中表示，李力虽然离

大家而去，但他的事业情怀和洒脱风范将

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改编自苏寞的同名小

说，由郭虎、任海涛执导，张鸢盎编剧，

杨紫、成毅联袂主演的《沉香如屑》正在

热播。该剧讲述了守护结界、保护苍生

的六界帝君应渊（成毅 饰）与天性善良、

重情重义的菡萏仙子颜淡（杨紫 饰）携

手向邪恶势力宣战、共同守护天下苍生

大义的故事。

该剧自播出以来，热度和话题讨论度

双双“出圈”。已播出的剧情中，天帝设宴

邀请六界共赏四叶菡萏盛开，却遭到魔界

挑衅，一场蓄谋已久的动乱由此激发，高

能的打斗场面和炫酷的特效瞬间点燃全

场，看得观众激动不已。依托博大精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沉香如屑》打

造出一个充满中国韵味的仙侠世界，承载

着中国人血脉中的那份浪漫主义，以及对

于“美”的追求。“仙”传承的是观者对奇幻

世界的瑰丽想象，“侠”则以忠诚、仁义等

思想为指导，展现了世人在小我与大我之

间的抉择与思考。厚重的文化质感为波

谲云诡的世事纷争、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

铺垫，向观众展现出一幅思想性和艺术性

兼备的文化图卷。

《沉香如屑》以仙侠文化为切入口，

从另一维度展现了具有中国深厚的文

化底蕴，同时用中国元素感染着观众。

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仁爱”、

“侠义”等内涵中汲取力量，《沉香如屑》

给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视听享受和精神

共鸣，将“美”的形式、“深”的韵味传播

到每一位观众心中。 （杜思梦）

本报讯 动画 IP《海底小纵队》系列

大电影的第二部：《海底小纵队：洞穴大

冒险》正在热映中，陪伴中国小朋友消

暑过夏天。上映两周后，影片获得超过

6000万的累计票房。

7月22日，该片发布“现真身！霹雳

大毒牙！”片段，神秘的霹雳，吸引了小朋

友们的关注。影片在全国影院持续热映

中，属于海底小纵队的夏日探险已经起

航，等待更多小朋友的加入。

凭借超高的热度和口碑，《海底小

纵队：洞穴大冒险》已经成为了暑假期

间亲子家庭必看的动画电影。小朋友

们被影片中有趣的探险情节深深吸引，

而家长们认为孩子在享受影片的同时，

还能学会勇敢、学会团结，获益匪浅，值

得观看。在这个暑假，相信《海底小纵

队：洞穴大冒险》已经成为不少亲子家

庭进影院观影的不二之选。小朋友们

在影院不仅可以享受欢乐的亲子时光，

还可以感受小纵队的夏日陪伴。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已经再次加

入小纵队的夏日探险，又一次享受欢乐

体验。

（花花）

《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发全新片段

著名制片人李力追思会北京举行

“蛋妞”出演《迷失之城》尽显“无厘头”特质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打

造的动作冒险喜剧电影《迷失之城》将

于7月29日正式登陆中国内地影院，影

片预售已全面开启。

近日，电影发布“绅士恶棍”特辑及

角色海报，“蛋妞”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再度突破自我演绎另类反派费尔法克

斯。他是“钞”能力爆表的绅士，却坏事

做尽；他偏执古怪，却幽默风趣，让人又

爱又恨。正是他一路为男女主制造无

穷的障碍，才让这场丛林冒险更加刺

激。

凭借哈利·波特一角，丹尼尔·雷德

克里夫火爆全球，此次出演《迷失之城》

中最大反派费尔法克斯，再次让人眼前

一亮。费尔法克斯是一个兼具搞笑与

邪恶的有趣角色。

谈到费尔法克斯，丹尼尔认为这个

角色“集笑点于一身”、“特别酷还很搞

笑”。桑德拉·布洛克则盛赞丹尼尔完

美诠释出了角色的两面性，既有和蔼可

亲、魅力爆棚的绅士一面，又有穷凶极

恶、心狠手辣的邪恶一面。值得期待的

是，观众将看到丹尼尔潜藏的搞笑特

质，他和“桑婆”、“钱老板”互打嘴炮、斗

法耍宝，可谓妙趣横生。丹尼尔表示，

十分开心能出演这样一部解压轻松的

电影，并希望大家能走进电影院享受

《迷失之城》，因为这是“一部可以让你

和你的朋友一起欢笑的电影”。

（杜思梦）

《沉香如屑》杨紫成毅联袂演绎仙侠魅力

《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定档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