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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胖嫂》续集

《同合村的“孝”声》登陆市场

2019 年，乡村喜剧电影《奇

葩胖嫂》风靡农村电影市场，耿

直爽快的“胖嫂”成为乡村观众

热议的喜剧角色。如今这部弘

扬孝道、传递好家风的作品升级

回归，由原班人马打造的“胖嫂”

系列第二部影片《同合村的“孝”

声》现已登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

平台。

该片以积极蓬勃的乡村振兴

为背景，讲述以“胖嫂”为代表的

同合村村民获得物质生活水平

快速显著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精

神层面价值追求，具有较强的时

代感和代表性。如果《奇葩胖

嫂》展示的是“胖嫂从不孝到孝

的转变”，那么《同合村的“孝”

声》则讲述如何在家长里短的生

活细节中践行“孝顺”，将“尊老

敬老爱老”的光荣传统扎扎实实

落到实处。

乡村喜剧类影片因为贴近大

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更接地气而

广受欢迎，朴实的台词和日常的

剧情更是像发生在人们身边的

故事。这些影片反映时代发展

和农村社会风貌，表达和传递了

农民的声音和愿望。电影传递

了最鲜活的乡村信息，对宣传全

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果，

展示新农村的精神风貌起到良

好推动作用。

多地组织开展公益电影

培训和放映设备巡检工作

为保证 2022 年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放

映服务质量，日前多地农村院线

组织召开业务管理培训和放映

设备巡检等工作。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在济南召开 2022 年全省

农村公益电影工作会，会上对

2021 年农村公益电影工作进行

了总结并对 2022 年工作进行了

部署，同时对山东公益电影考核

体系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对中宣

部 电 影 数 字 节 目 管 理 中 心 的

DMCC APP 的操作与使用、省监

管平台手机客户端的操作与使

用进行了专题业务培训。

唐山益众院线举办 2022 年

首场技术培训班，组织各工作站

站长、负责技术维修的同志学习

了 DMCC APP 和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 2.4 的使用。南京市高淳

区组织举办 2022 年度公益电影

放映技术培训班，江苏新希望院

线派专员从“公益电影标准化放

映流程”、“设备使用及维护”、

“公示栏设置”、“宣传图片手机

拍摄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授课。

四川会东县农村电影放映中

心、洛阳新农村院线栾川工作站

等单位则开展了农村公益电影

流动放映设备检查与维修工作。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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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农村院线公司
筹备开启2022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本报讯 2 月 24 日-25 日，山东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济南举办

会议，对 2021 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表现突出的放映单位和放映员进行

了表扬，并结合考核、监管等开展了

工作研讨和业务培训。山东省委宣

传部电影处处长尹永海，副处长、三

级调研员曹磊，山东电影发行放映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云安，山东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总经理柏

浩，来自全省近 50 个县（市、区）的放

映单位负责人、放映员代表共 150 余

人参加会议。

2021 年是山东省农村公益电影

坚持走在前列的重要一年。省委省

政府将农村公益电影纳入乡村振兴

文化振兴考核，《山东省“十四五”电

影发展规划》明确了全省农村电影的

发展方向，省电影局对省公益电影服

务监管平台进行了技术升级，为农村

公益电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尹

永海从农村公益电影为什么必须做

好、当前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如何

做好三个方面，对山东省下一步农村

公益电影工作开展进行了全面论述，

从政治高度和业务实际两个方面，指

导农村公益电影工作开展。在如何

做好农村公益电影工作的问题上，他

提出了管理规范化、服务精准化、运

营市场化、队伍专业化、监管常态化

的要求，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和院线

公司一直到基层放映员的工作责任，

突出了服务创新、经营创新、人员更

新、多重监管等的重要作用。

2021 年同样是山东新农村院线

公司收获的一年。院线所属利津电

影公司、临沂银汉电影公司入选第

九届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

建设先进集体；安丘、莒南、曹县等 8
家单位经验做法被省委宣传部发文

推广；多家媒体对院线公司及所属

放映单位工作进行了多次宣传报

道。柏浩在发言中表示，2021 年，山

东新农村院线公司紧紧围绕庆祝建

党 100 周年这一中心，从农村电影优

化升级、基层政治宣传阵地功能的

发挥、先进典型的宣传推广等方面

全面发力，取得了显著成绩。2022
年，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省“十四

五”电影发展规划部署，努力在喜庆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重要宣传活

动中发挥自身作用，并从室内放映

点建设、监管换代以及放映设备和

服务升级、节目优选和主题活动开

展等方面继续发力，在满足广大群

众对优质电影服务美好向往的基础

上，将每支放映队打造为乡村振兴

服务队和流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部分放映单位和放映员代表，

从放映管理、节目选择、便民服务、

主题活动等不同方面，介绍了创新

做法。全体会议代表就如何提高放

映质量和服务水平，推动农村公益

电影优化升级进行了座谈，并接受

了山东省公益电影考核体系、中宣

部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APP 和山

东省公益电影服务监管平台终端操

作培训。

3 月份开始，山东新农村院线公

司相关人员将分赴全省各市县（市、

区），协助各地开展 2022 年度农村公

益电影映前培训，为公益电影工作

的正式开启做好充分准备。

（山东新农村院线公司供稿）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可供订购影片超4600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300余部。2022年第8周（2月19日-2月25

日）全国共有27个省区市的95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

影片983部，共计8万余场。此外，当周新增一条校园

院线——云南七彩校园院线。

当周有3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黄冈市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最多；江西欣荣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场次最多，约12000场。

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卡次数最

多，约400次；濮阳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

传放映场次最多，约5000场。

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一批少儿题材故事片

和科教片关注度有所提高，如《最可爱的人》、《太空熊

猫英雄诞生》、《冰雪大作战2》等励志题材影片，以及

《可可小爱之文明礼仪》、《儿童用眼健康常识》、《农村

中小学生食品安全常识》、《儿童步行交通安全》等关注

儿童健康安全的科教片订购排名都较为靠前。

本报讯 2月 28日，青春校园喜剧

电影《年少有你》发布校园约定版定档

海报，正式宣布于 3 月 18 日全国上

映。影片由张善南执导，颜景枝制片，

张善南、方露微编剧，张善南、李明源、

范云飞、郭素洁、李炎峰、王天宇主演，

颜世魁、区天瑞友情出演。

《年少有你》将影片镜头对准高

中校园，通过刻画同学间的美好情

谊，传递出少年故事的那份真挚与

欢乐。定档海报中专属于校园的操

场和主席台，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让

人不禁开始回忆青春。

谈到创作初衷，导演张善南表示：

“看了许多关于青春的影片，大部分都

是围绕着初恋和校园暴力在创作，我

们的青春似乎被强行定义了，似乎只

要提到青春一词便是关于‘初恋’，可

是我的青春并不是这样的单一，身边

人的青春也不仅只是初恋，所以我想

拍一部写实的青春影片。” （花花）

《年少有你》定档3月18日

本报讯 由青年导演李亘执导并

担任编剧，王红卫、庄丽真监制，齐溪、

谢承泽、牛超、邱天、宋宁峰、陈永忠领

衔主演，张艾嘉特别出演的剧情电影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日前发布

“温暖的她们”女性特辑和“春日好风

光”海报，春意正盛，风吹草青蕴含暖

日生机无限。

特辑中，导演李亘和主演齐溪、邱

天、张艾嘉对三个特点鲜明、追求迥异

的女生进行了一场直击内心的解读。

当面对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泥泞，她们

或许曾经短暂随波逐流，但最终却以

女性特有的温柔去拥抱生活中的挫

折，逆境中也无畏生长。当她们终于

能够坦然的接受人生中的聚散离合，

欣然承受命运的阴晴圆缺，不惧面对

自己的不完美，也终于为曾经无处安

放的内心找到了停靠的港湾。

该片将于3月11日上映。

（花花）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发女性特辑

本报讯 喜剧电影《理发之王》将

于3月4日上线。影片由周欢执导，郭

昱德任原创编剧，周欢、陈心怡改编，

王皓任制片人，演员施展、王清领衔主

演，老四、杨金赐主演。电影通过诠释

平凡人的工匠精神，打造不一样的草

根爆笑逆袭故事。

《理发之王》聚焦传统理发行业，

主要照射了现实生活中底层行业的平

凡手艺人，为坚守匠人初心而放弃眼

前利益、追求手艺至高无上的纯粹精

神。影片中的小镇青年李重光，在经

过一系列事件后，终于领悟了理发行

业的匠人精神。

（花花）

《理发之王》定档3月4日

本报讯 日前，著名导演史蒂文·
斯皮尔伯格的新作计划被曝光。据

悉，该片将会从著名警匪片《警网铁金

刚》中寻找灵感，主要角色是弗兰克·

布列特。而这个角色的原版由史蒂

夫·麦奎因所扮演。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不是《警网铁

金刚》的翻拍版，也不是重启版。两部

电影在情节上并无任何关联，只是斯

皮尔伯格的新片将会围绕《警网铁金

刚》的主角弗兰克·布列特展开。

（花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新作计划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