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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开展

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

近日，为了加强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浙

江、广西、内蒙古等地纷纷开展了

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

5 月 18 日，由浙江省委宣传

部、浙江省电影局、浙江省革命老

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电

影伴我成长”——向革命老区和山

区26县中小学校送电影送设备送

服务活动，在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

县正式启动。此次共采购26台电

影放映机，向山区 26县的 26所中

小学校进行免费赠送。据悉，“电

影伴我成长”电影进校园赠送活动

自2021年8月启动以来，已向浙江

省32个革命老区和山区26县的59
所学校赠送了电影放映设备，还为

受捐赠学校组织专业培训，并提供

免费片源服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于 5
月16日启动全市主旋律电影进校

园活动。启动仪式在贺州第二高

级中学举办，活动现场放映了爱

国主义教育电影《1921》。目前，

贺州市主旋律电影进校园活动正

全面推进，桂东院线公司的放映

队伍正奔赴全市学校、教学点和

山寨瑶乡，为确保每位学生每学

期观看两场主旋律电影，把党和

政府的关怀送到学生中去而不懈

努力。

5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2022年“优秀电影进校园”公益

活动在昆区哈业脑包学校举行首

场放映，300多名师生观看了温情

励志电影《奇迹男孩》。活动精选

了适合青少年儿童观看的50部影

片，主要面向全市农村牧区中小学

校、幼儿园，重点侧重53所农村牧

区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城乡接合

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学校，每

学期至少放映2场公益电影。

“时代楷模”公益广告系

列片热订

为进一步扩大“时代楷模”社

会影响,营造崇尚英雄、学习模范、

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制作了《“时代楷模”

公益广告系列》公益放映版和《时

代楷模主题影片展映》宣传片供

全国院线放映，吉林省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保定市锦秀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成都金沙院线农村数字

电影有限公司等10余条院线本周

订购超 20 万场。“时代楷模”公益

广告片在农村市场的热订，将进

一步增强“时代楷模”典型宣传吸

引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

故事片订购方面，《血战许

昌》、《突围》、《血战狙击岭》等战

争题材影片继续领跑，其中《血战

狙击岭》订购超过10万场，成为本

年度第一个订购超十万场的影

片。此外，近期新上平台的战争

题材影片《猎枪》、《飞雪迎春》、

《铜草花》三部影片本周也跻身故

事片排行榜前十名。本周故事片

前十名中 8 部影片为战争题材影

片，充分显示出农村观众对战争

片的喜爱。

科教片方面，《担保的风险》

本周共有 11 条院线订购近 8000
场，成为本周科教片订购冠军。

该片是以民间金融借贷中的“担

保行为”为线索，通过真实事件的

视听再现，提醒群众在“红利蛋

糕”面前学会谨慎思考，保护好个

人的征信，防止意外卷入担保旋

涡，从根源上杜绝非法金融借贷

的产生，理性担保，合法担保，从

而保障百姓个人财产安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于都并发出了“现在是新长

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的伟大号召，给

予革命老区深情关爱，为于都人民注入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西赣州于都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江西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

和省院线公司公益电影放映相关文件

精神，于都县近日组织开展了“牢记嘱

托 感恩奋进”红色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追寻红色记忆，倾听历史回音，于

都县通过展映红色电影，在不断丰富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使人民群众精

神上再次受到深刻洗礼，进一步激发人

民群众不忘革命先烈、不忘初心使命，

担当实干、爱国为国、感恩奋进的壮志

豪情。

为开展好红色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于都县电影公司提前准备了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于都时的短视频，加强了对各

乡镇放映设备的检查维护，确保以最佳

的声光效果呈现给观众。在影片组织

上，公司订购了《赣南 1934》、《枪上

膛》、《圩堡枪声》、《兰州 1949》、《战火

中的青春》、《半条被子》等优秀爱国影

片，共放映了200余场。

三年来，于都不断蝶变的美丽乡村

正诠释着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丰富内涵，一幅产业兴旺，村美民富

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红土地上的于

都人民正以火红的热情回报总书记的

殷切关怀，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张文学）

本报讯 为保障2022年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顺利开展，保定市锦秀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更新采购18套

激光放映机，并根据河北省工作部署新

购进加入“河北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监

管服务平台”所需监控 GPS 定位设备

124套。院线公司克服疫情影响，攻克

技术难题，全部成功安装调试到位后，

安排专门人员全部运输配发到各基层

工作站投入使用，确保了年度放映工作

的有效开展。

从2014年起，保定锦秀院线一直使

用的是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中心研发

的“蓝牙读卡器+手机”回传的定位监控

系统，2021年河北省电影管理部门要求

统一加装GPS监管系统，全部并入“河北

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监管服务平台”。

受疫情影响，在北京放映机厂家技

术人员无法到达的情况下，锦秀院线积

极动作，技术业务部人员通过多方学

习，努力克服技术难题，自行成功安装

调试 GPS 技术设备 124 套。新的监管

体系的构建将与原有的“蓝牙读卡器+
手机·移动监控管理平台”相辅相承，实

现便利授权与科学监管的有机结合，成

为河北省唯一拥有“双服务监管系统”

的院线公司。

保定锦秀院线 2021年更新激光放

映设备39套，激光放映设备的投入从声

光俱佳的角度在基层得到了老百姓的

热烈欢迎和广泛认可。为不断推进农

村公益电影优化升级，院线下大力度，

2022年又更新激光放映设备18套。下

一步，锦秀院线计划在未来的两年内将

旗下所有放映设备全部更新为激光放

映设备，全方位提升百姓观影体验。

在保证所有放映设备到位和“监管

平台”对所有放映设备可以有效实施监

管的情况下，锦秀院线安排专门人员于

5 月 17 日至 20 日四天时间，携带安装

好的放映设备和院线统一配发的防疫

物品，历经1100多公里行程，全部配送

到各基层工作站，圆满完成了放映前准

备工作。各放映队从 5月 20日起已陆

续展开放映工作。

锦秀院线一班人在特殊时期大胆

采用特殊工作方法，战疫情，克难题，担

责任，齐奋战，确保了放映前准备工作

的有序完成。既锻炼了院线技术人员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进一

步发挥院线从始至终为基层服务意识，

做到管理与服务并重，真情服务、上门

服务，得到了各基层工作站的热烈欢

迎。 （韩锁）

本报讯 5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中小学、幼儿园2022年“优秀电

影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昆区哈业脑包学

校举行首场放映，300多名师生观看了

温情励志电影《奇迹男孩》。该片讲述

了天生脸部畸形的小男孩奥吉在家人

和朋友的陪伴下最终创造出大家心中

不可思议的“奇迹”的动人故事。

首场放映结束后，广大教师纷纷表

示：“把这部感人的电影送到我们学校，

太给力啦！孩子们既享受到了优质的

电影教育资源，也丰富了他们的课余文

化生活。”

2022年“优秀电影进校园”公益活

动是包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为迎接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结合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用电影教育资源上好“大思政

课”的具体举措，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

优秀电影作品中汲取力量，滋养精神世

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活动精选了适合青少年儿童观看的

50部影片，主要面向全市农村牧区中小

学校、幼儿园，重点侧重53所农村牧区寄

宿制留守儿童学校、城乡接合部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集中学校，组织放映队走进

校园，每学期至少放映2场公益电影。

同时各旗县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围

绕“请党放心、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广

泛开展校园影视教育系列活动，通过电

影赏析、电影评论、电影表演、电影配

音、微剧本等形式，教育引导青少年儿

童深入学习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先进人

物和美好事物，在看电影、评电影、演电

影中坚定理想信念、放飞青春梦想。

本次公益活动将持续到 11 月份，

惠及全市 53 所、3 万余名城乡青少年

儿童。

（稿件来源：包头院线，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编辑部整理）

云南省启动喜迎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本报讯 为发挥电影公共文化服

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

要作用，全面展现新时代云南新发展

新成就，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云南省喜

迎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日前在昆

明启动。

该活动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

省电影局主办，各州（市）委宣传部、各

州（市）电影管理部门承办，昆明市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各州（市）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云南七彩校园院

线有限公司协办。

此次展映活动立足基层实际，依

托各城市影院、七彩校园院线、各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队，把一批“四史”题材

优秀影片送进企业、乡村、社区、军营、

敬老院、学校，凝聚起团结进取、奋发

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近年来，云南省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和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了《一点

就到家》、《你是我的一束光》、《九零

后》、《落地生根》、《农民院士》等具有

历史高度、彰显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影

片，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云南

篇章。自 2021 年起，云南创新党员教

育模式，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电影

党课活动，全省近 50 万名党员干部职

工和学生代表走进影院看电影学党

史，深刻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和百年光

辉历程，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方面成效明显。

为更好开展此次展映活动，云南

省电影局推出的“云南电影课堂”微信

小程序同步更新放映片单及影院、流

动放映等联系方式。广大市民可通过

“云南电影课堂”，查询并参与优秀影

片展映活动预约。

（稿件来源：春城晚报、开屏新闻

网，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整理）

包头市2022年“优秀电影进校园”公益活动开映

江西于都开展红色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河北保定锦秀农村院线：力克疫情影响积极推动公益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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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约380余部。2022年第20周（5月14日-5月

20日）全国共有27个省区市的151条农村电影院线订

购影片1273部，共计59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9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江苏新

希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影片超200部；12条院线订

购超万场，其中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场次最多，以

近3万场订购成绩领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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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次；张家口市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11000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