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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保障 2022年度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工作顺利开展，确保放映

设备正常运行，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

于2月25日-3月7日，对下辖13个工

作站的149套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

进行了全面检修维护工作。

保定市东兴院线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对所属放映设备逐一开展设备

巡检。技术人员对现场所有放映设

备进行常规除尘，对所有播放器电池

进行更换，对功放喇叭检测维修，同

时更换了老旧投影的灯泡，帮助解决

了一直困扰放映员的技术难题，得到

了基层放映员工作上的肯定。

此次巡检，在对放映设备检修维

护的同时，还对放映设备全部接入

“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监管服务平

台”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经测试，所

有设备升级后电影放映工作正常，所

有设备回传位置信息（GPS）、放映时

间、影片信息（GPRS）等功能均能正

常工作。

参与此次设备巡检的工作站和

基层放映队非常重视，放映员早早地

带着设备集中在所辖工作站，积极向

技术人员咨询自己放映过程中遇到

的故障或难题。技术人员认真负责，

耐心解答放映员的问题，并精心检修

设备，此次巡检共检修放映设备 149
套，解决技术故障 30 多项，完成率

100%，成效明显，为2022年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影子）

保定市东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
进行2022年度放映设备检修维护

本报讯 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银兴农村院线所

属多个放映单位近期积极开展弘扬雷

锋精神主题放映活动，通过公益电影

彰显奉献之美，弘扬时代新风。

仙桃银兴院线依托 24 支学雷锋

志愿服务（放映）小分队，广泛开展“学

雷锋 送电影进学校”系列活动，将多

部反映雷锋事迹以及雷锋精神传承的

优秀影片送到仙桃市多所中小学校。

截止发稿时，本次校园展映已放映 30

余场，计划覆盖仙桃市所有乡镇中小

学校。同时配合进乡村、进社区展映

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助力仙桃开展“挺进

五十强，创成文明城”宣传活动。目前

社区主题展映已放映 40余场，活动仍

在持续进行中。

随州市欣农数字电影传媒有限公

司因地制宜采取电影放映大棚及露天

放映等形式，已完成校园专场放映 40
余场。将一批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

义的影片送到随州市各乡镇小学，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培养

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同时配合放映放

科教片《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教育学

生珍惜粮食，合理饮食，避免浪费，养

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天门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展

“学雷锋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本次

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天门市各乡镇福

利院，目前已经为老人们放映各类国

产优秀故事片 50余场，深受人民群众

欢迎。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湖北银兴院线开展弘扬雷锋精神主题放映活动

宁夏开展首届“我最喜爱影片”群众选片活动

本报讯“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在

网页上的影片选片表中为你想看的电

影投票，就可以在家门口免费看到自

己想看的电影了！”近日在宁夏永宁县

富原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一边展示二

维码一边向群众介绍宁夏首届“我最

喜爱影片”群众选片活动。

此次活动由宁夏电影局和宁夏

广播电视局联合举办，宁夏广播影视

服务中心承办，各地电影公司、放映

员于 4月 12日-24日在全区五市各基

层社区、村（镇）集中推进“我最喜爱

影片”群众选片。活动期间由宁夏广

播影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组成联合

行动小组还将下沉到各行政村，以现

场走访、座谈讨论等形式了解观影群

众需求。

此次群众选片活动采取公益电影

下沉式“点餐制”服务。由宁夏广播影

视服务中心制作宁夏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推荐影片表，精选 130 余部影片。

群众扫码点开网页后便可以在喜欢的

影片后划勾，选出最喜爱的 10 部影

片。最终将根据群众的观影需求，选

择、安排影片，让基层群众既能看到又

能看好。

公益电影进基层，文化惠民暖人

心。近年来，宁夏将公益电影放映作

为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一村一社

区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要求，建立了

完善的目标管理体系，让放映员均衡

实施放映计划，让越来越多高品质的

电影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一方幕

布，承载着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科技赋

能知识等多重功能，丰富着基层群众

的文化生活，也为新时代新农村建设，

增添了亮丽的文化底色。

下一步，宁夏将积极对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乡镇影院，推动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实现流动放映与固定放映相结合、

室外放映与室内放映相结合，逐步改

善农村地区群众观影条件，不断提高

电影放映服务质量水平。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

自治县积极探索“全民阅读+”模式，把

全民阅读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文化

文艺演出、爱国主义教育、彝语课堂相

融合，切实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将全民阅读和公益放映活动推深走

实，让群众开拓视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恰逢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四川

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宣传部组

织的“电影+阅读”活动在该县新林镇

茗新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100余名村

民和学生参加活动。

现场男女老少围在一起，有的

看书看报、有的扫码线上阅读，大家

细细品读，看得津津有味。傍晚时

分，畅游完书海的村民们排坐在茗

新村广场上，观看倡导文明新风的

彝语版纪录片《婚丧嫁娶树新风》和

爱国主义电影《战狼》。广大村民享

受了一顿内容实、品质高的精神文

化食粮。

电影放映员尚库达石表示，县委

宣传部把全民阅读、德古宣讲、彝文

电影这些活动融合在一起，吸引了广

大村民来参与。希望今后放映公益

电影时要多创新，多开展这样的活

动，不断丰富广大农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四川乐山峨边公益电影助力“全民阅读”

云南民译中心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项培训

本报讯 为提高少数民族语译制

从业人员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提高意识形态把控能力，云南省少

数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日前对西双版

纳州少数民族语译制人员进行了意识

形态工作专项培训。

培训采用线上视频授课方式，西

双版纳州译制单位 20 余名工作人员

参加了培训。

本次专题培训课程设置涵盖意

识形态工作、少数民族语译制、意识

形态安全等几个方面，授课老师结合

信息化和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特

点，紧密结合经典案例和实际工作进

行详细剖析与讲解，内容详实、重点

突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

既拓宽了视野又增长了知识，参训学

员收获颇丰。

据了解，近年来西双版纳州译制

了大量少数民族观众喜闻乐见的好电

影，其中 2020 年共译制傣语、哈尼语

电影和科教片40部，2021年共译制了

28部。预计2022年傣语、哈尼语两语

将共译制 57部，其中电影 26部、科教

片31部。

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傣语部主任

岩温罕表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

作始终是以维护祖国边疆稳定，维护

民族团结，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宗旨，

以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服务为己任，

我们将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把西双版

纳少数民族电影译制工作完成好。”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和隆重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3
周年，西藏自治区各地广泛开展

“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主题电影

放映活动，通过放映《布德之路》、

《西藏往事》、《红河谷》、《我和我的

祖国》、《金珠玛米》等爱国主义影

片，展示党领导西藏百万农奴砸碎

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枷锁、改天换

地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恢弘画

卷，以及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和

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主题

电影放映活动既活跃了广大农牧

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弘扬了

民族团结的正能量，受到广泛好

评。同时体现了公益电影放映“一

人多用、一场多能、一次多效”的宣

传作用和寓教于乐的功能，是一场

利用电影进基层理论宣传宣讲的

生动实践。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可供订购影片约4670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约380部。2022年第 17周（4月 23日-4月

29日）全国共有25个省区市的12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

购影片1275部，共计21.5万余场，数据显示，同比上周

订购院线数、订购影片部数以及订购场次均有明显上

涨，随着各地疫情逐渐好转，公益电影放映正在稳步恢

复中。

订购方面，全国共有10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

中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近200部排名

榜首；有5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衡水春雨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夺周冠。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

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超800次；江西欣荣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15000场。

“五一”小长假来临，农村电影

市场新上《穿过寒冬拥抱你》、《爱情

神话》、《雄狮少年》等多部票房过亿

新片，丰富了假期农村电影市场，使

得农村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

截至 4 月 29 日，已有 16 部

2021 年城市票房过亿影片登陆农

村市场，占到2021年国产票房过亿

影片的50%（2021年有33部国产影

片票房过亿），包括“我和我的”系

列电影之《我和我的父辈》，展现波

澜壮阔建党历史的《1921》，讴歌当

代英雄的《守岛人》、《中国医生》，

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悬崖之上》、

《铁道英雄》，适合广大青少年观看

的动画题材《白蛇 2：青蛇劫起》、

《雄狮少年》等。这些影片都很好

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有机统一，不断满足了农村观众看

到新片大片的愿望。

故事片订购方面，《血战狙击

岭》订购超万场，继续领跑排行榜，

该片和《浴血广昌》、《血战许昌》、

《突围》等三部战争片是今年目前为

止最受院线青睐的影片，四部影片

订购合计已超19万场。此外，《枣乡

喜事》（戏曲 渔鼓戏）、《乡医老牛》

（戏曲 吕剧）、《家逢喜事》（戏曲 豫

剧）等戏曲片也跻身排行榜前列。

科教片方面，《拒绝舌尖上的

浪费》、《电瓶车安全小故事》订购

排名靠前。

◎《穿过寒冬拥抱你》等
多部新片登陆农村市场

◎西藏圆满完成“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