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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发扬

“永远跟党走”的光荣传统，丰富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广西八桂同映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于“五一”假期开展“喜迎

党的二十大”系列露天电影放映

活动。

5 月 1 日晚，广西八桂同映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在星光万科

里广场放映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该片有五个单元故事，各有立意，能

从平凡小事感受得到祖国的飞速发

展，还能看到背后始终坚守的光荣劳

动者。观影结束后，市民周女士表

示：“电影情节生动，笑中有泪，看完

之后，对祖国、对家乡有了一份油然

而生的自豪感！”

5 月 4 日晚，广西八桂农村电影

院线在广西电影集团广场放映电影

《血战湘江》。该片是一部“硬核”战

争片，讲述了 1934 年红军 34 师官兵

付出巨大牺牲奋力掩护党中央渡过

湘江、成功突破封锁的故事。群众小

王观影后说道：“看完电影我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革命前辈视死如归、

不畏艰险、勇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

了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

年轻一代，我们只有勤奋学习、练好

本领、勇于担当，才能为实现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广西八桂农村院线将以“喜迎党

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活动为契

机，将更多优秀国产主旋律影片送进

乡村、社区、校园、企业等场所，共计

放映700场，预计覆盖人次达万余人，

进一步激发广大基层群众的爱国情

怀，振奋精神、凝聚力量，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广西“五一”假期
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电影放映活动

本报讯“父老乡亲们你们好，疫

苗接种以后，请在这里看一会电影休

息观察一下。”日前，在浙江省余姚市

河姆渡镇方舱式集中接种点，每当有

群众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后，放映员张

岳维、祁惠君就会热情地迎上去，引导

接种群众相隔而坐，观看循环放映的

爱国主义题材电影。

按照规定，所有新冠疫苗接种者

在接种之后都必须留观至少 30 分

钟。为了大力宣传防控防疫知识，稳

定接种群众的情绪，河姆渡镇把公益

电影放映引入方舱式集中接种点，余

姚市电影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精

心选择《中国医生》、《武汉日夜》、《突

围》等故事片和《疫情防控与安全生

活》、《疫情防控从我做起》等宣传短

片，有序推进接种点电影放映工作，受

到现场群众普遍好评。

截至目前，河姆渡镇方舱式集中

接种点共放映红色电影 107 场，受众

近 3万人次。放映员张岳维表示：“将

继续投身防疫宣传前线，诠释农村公

益电影人的使命与担当。”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浙江余姚送爱国主义电影进疫苗接种点

广东清远召开农村电影业务网络培训

本报讯 根据农村电影放映培训

和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为做好 2022
年清远市农村电影放映员的培训工

作，清远爱地院线于近期举办了农村

电影业务网络培训班。

培训采用网上学习方式，内容包

括：一、电影放映员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讲座；二、新技术为农村电影优化升级

增光添彩；三、数字还音技术在农村电

影放映中的应用；四、品质银幕提升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品质；五、农村电影放

映设备知识小课堂（5讲）。

全市 68 支放映队 77 名放映员进

行了集中或自主网上学习，并将学习

情况实时拍照上传院线，培训结束后

对放映员进行考试，全体放映员通过

考试取得了 2022 年清远市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培训结业证书。

通过培训班的网络学习，全体

农村放映员提高了认识，树立了信

心，增长了技术知识，为完成 2022 年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任务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 100 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把握共青团在党

的领导下团结带领一代代青年跟党奋

斗的光辉历程，增强不忘初心永远跟

党走的信念信心，在市委宣传部、区文

旅局、市院线公司的工作部署下，陕西

省汉中市汉台区公益电影服务站于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开展了红色电

影进校园的活动。

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放

映措施的前提下，活动走进了陕西省

商业学校，为师生们带来了经典抗战

题材电影《太行山上》。在观影过程中

同学们被精彩的电影情节深深吸引，

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在广大师生的心

中不断萦绕。

团委李书记对放映员说，“现在就

应该让学生们多看些这样的红色电

影，从以前的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的

衣食无忧，和平年代的安宁生活都是

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能

忘记那些为了党和国家而牺牲了的英

雄们。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放映这样的

电影！”

红色电影进校园活动激发了师生

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了民族自豪

感和责任感，引导同学们自觉将学业

小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目标相

结合，坚定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

信心和决心。薪火相传，接续奋斗，观

影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勇

担使命，以青年之朝气接续百年之荣

光，在奋斗中彰显青春之力量。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陕西汉中举办红色电影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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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0部，其中2020年

以来出品的影片 380余部。2022
年第18周（4月30日-5月6日）全

国共有 27 个省区市的 89 条农村

电影院线订购影片801部，共计8
万余场。

订购方面，浙江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影片近百

部，为订购影片最多的院线；两条

院线订购超万场，分别为山东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和衡水春雨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放映方面，广

州广阔天地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

映卡次数较多，近 200次；江西新

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超4000场。

“五一”期间各地开展

形式多样的公益放映活动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农村

院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文化

生活需求。

4月30日起至5月4日，四川

雅安启动“大美雅安 礼赞新时

代”公益电影巡展活动，在全市农

村地区集中展映《文朝荣》、《秀美

人生》、《守边人》等影片，为广大

人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丰富节

日期间的文化生活，放映场次400
余场。

宜宾映三江公司公益电影宣

传队“五一”期间持续在市区各广

场和全市各区县广场、固定点位

开展“世界地球日”主题电影放映

宣传，共计放映影片 30 余场，观

影人次超千人。

广西八桂农村电影院线启动

“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

活动，精选《金刚川》、《秀美人

生》、《我和我的家乡》等优秀国产

主旋律影片，在南宁、桂林、柳州

等 11 个市、83 个县区进行展映。

活动共计放映 700 场，覆盖观众

人次达数万人。

山东肥城开展“蒲公英影院”

活动，依托文明实践站、广场，在

各村（居）、社区全面推开。通过

开展“公益电影+理论宣讲+志愿

服务”文明实践“蒲公英影院”活

动，结合“一村一月一场电影”公

益电影放映工程，对接下沉各类

资源力量，进一步满足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把影院办成文明

实践新阵地、百姓精神新家园。

“时代楷模”系列影片

订购累计超三万五千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时代楷

模”系列影片《文朝荣》、《守边

人》、《幸福马上来》、《李保国》、

《秀美人生》等继续保持订购强

势，截至 5 月 6 日，本年度时代楷

模系列影片累计订购超过 35000
场，成为院线近期订购放映的首

选。此外，城市票房过亿影片《峰

爆》、《中国医生》、《除暴》，战争片

《浴血广场》、《血战狙击岭》，反映

新时代乡村生活的喜剧电影《同

合村的“孝”声》，豫剧影片《五岩

山》、《芝麻官休妻》、《三娘教子》

等订购量紧随其后。

科教片方面，《电瓶车安全小

故事》、《农村生态田园综合养生》

订购排名靠前。

新片方面，平台新上《乘客》、

《一个笨蛋两个贼》、《村头村尾》、

《生死下一秒》、《读心者之深海》、

《孤山魅影》等，涵盖了剧情、喜

剧、动作、恐怖等多种类型。需要

特别关注的是禁毒题材影片《生

死下一秒》，该片以跌宕起伏、扣

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生动地再现

了公安一线缉毒民警与犯罪分子

斗智斗勇、奋不顾身的光辉形象，

也充分体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服

务的正义之光。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