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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的二十大

展映活动专区积极推介

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

映活动将于今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全国农村、城市社区、校园

广泛开展，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第一时间在中心网站（www.
dmcc.org.cn）和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www.dfcc.org.cn）开辟展

映活动专区，做好影片推介和放

映宣传工作。

迎接党的二十大展映影片引

发各地持续关注，《中国医生》、

《我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

《中国机长》、《峰爆》等影片成为

近期关注热点。

自专区设立以来，已收到来

自云南、西藏、河北、内蒙古、广

西、江苏、浙江、湖北、四川、重庆、

河南、新疆等近 20个省市区公益

电影放映单位的稿件，这些地区

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展映活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将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

验做法，持续为广大农村观众做

好放映服务。

多地开展

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思想道德

建设，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多地积极开展公益电影进校园活

动，充分发挥优秀影片情感熏陶、

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向学

生们传播正能量，助力健康文明

校园新风尚，为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之“童心向党”爱国主义电影进校

园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和区委宣

传部共同“点单”，安顺市新农村

电影放映公司直接“派单”，乡镇

科宣中心、学校和农村电影放映

员共同“接单”，专门为学生开展

“定向”公益性文化志愿服务，有

力促进基层文化共建共享，提升

文化惠民的服务效能。

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民

乐县放映队前往新天寄宿制小

学开展放映活动，针对不同年级

学生需求，精心挑选了多部故事

影片及科教片，观影教学的方

式，丰富了课堂内容，也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受到学校师生的

好评。

浙江省遂昌县实验小学开设

“托管服务·电影课程”，根据学生

年龄特点，用观影的形式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有效提升学校课后

服务品质，助力“双减”政策有效

落地。

与此同时，安徽祁门、四川康

定、山东德州、广西桂林、新疆库

车、山西沁源等地也根据辖区具

体宣传重点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车雪莹）

本报讯 6 月 24 日，“光影乡村

助力振兴”湖南农村公益电影固定

放映示范点启动仪式在安化县龙塘

镇沙田溪村举行。湖南省电影局向

沙田溪村捐赠了全套固定电影放映

设备，沙田溪村村委会在现场放映

了首场电影《中国医生》，当地村民

共计 40余人，在家门口首次实现了

在室内观看电影。村民们感受到了

接近影院般的观影效果，对观看的

电影和观看的环境表示十分满意。

乡村振兴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魂，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思想保障。为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此次湖南省电影

局在安化县龙塘镇沙田溪村设立了

全省第一个农村公益电影固定放映

示范点。固定放映点设置后可以解

决乡村全天侯观影问题，村民们可

以坐在舒适的环境下观看电影；因

为降低了流动放映的成本，放映频

次从原来的每月一场放映，可以实

现每周一场，甚至更多，村民们可以

看到更多的电影节目。

2021 年，湖南省电影局出台了

《湖南省电影十四五规划》，对农村

公益电影进行了整体布局，提出了

“公共服务创新升级。改革完善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模式，探索创

新服务方式”。下一步，省电影局将

积极推进全省固定放映点建设，指

导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筹全

省各地，做好前期规划，选择条件成

熟的村镇，充分利用村委会文化活

动室、乡镇礼堂等现有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场地，采用以点带面、

逐步推进的策略，推动“流动放映向

固定放映”“室外放映向室内放映”

转变。

湖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省委

宣传部驻安化县对口帮扶工作组、

益阳市委宣传部电影科、安化县委

宣传部、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有

关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赵丽）

本报讯 广西贺州市把“喜迎党

的二十大”主题电影放映工作摆在

2022 年农村电影工作的首位，早谋

划、早布置、早行动，自觉用各族群

众喜闻乐见的农村公益电影占领意

识形态阵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放映内

容。一是积极参加中宣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开展的“时代楷模”主

题电影展映活动，主题明确，措施到

位，宣传广泛，活动信息为各级媒体

所瞩目，提升了农村电影放映的政

治站位和宣传能量。二是在贺州市

中小学校全面开展主旋律电影放

映，拓展了“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

电影展映活动的覆盖范畴，通过电

影进校园，发挥了电影宣传优势，在

立德树人、强化思政教育、营造喜迎

氛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

是在全市校园、社区、广场、工矿、易

地扶贫安置点开展“喜迎党的二十

大”展映活动，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

播党和政府的声音，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四是对接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文化中心建设，把“喜迎党

的二十大”展映活动结合其中，同时

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三

下乡”等活动中融合推进，彰显了公

共文化服务为民惠民爱民的宗旨。

注重活动热在基层，乐在群

众。贺州市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

主题展映活动，重心下移，热在基

层，确保山沟旮旯基层群众在寓教

于乐活动中学习先进，在喜庆氛围

中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领会

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喜迎党的

二十大 学习宣传时代楷模主题电影

展映首映式”在贺州市区最偏远的

少数民族校园平桂区水口镇初级中

学举行，昭平电影站把时代楷模影

片《守边人》送到文竹瑶族乡七冲瑶

寨，钟山电影站深入都庞岭麓的两

安瑶族乡星寨村送上电影《金刚

川》……翻山越岭的艰难险阻一言

难尽，但放映员不辞辛劳，一往无前

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瑶族同胞。

贺州市通过开展活动、观看电

影，提高了观众的思想认识和奋斗

动力，实现了看电影、见行动、出氛

围、有实效的预期目标。据悉，自启

动“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展映活动

至今，全市已经放映电影 1541 场，

707个行政村已经巡映一遍，覆盖放

映点770个农村观众77000多人次。

目前，300多所学校已经递交放

映计划，社区、广场、工矿企业、易地

扶贫安置点的 100场示范放映活动

已经准备就绪。随着党的二十大召

开的时间临近，全市的主题放映活

动将愈加热烈，一个“喜迎党的二十

大 强国复兴有我”的农村电影放映

活动高潮正在到来。

（稿件来源：桂东院线公司、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进一步宣传引导人民群众

热爱党、热爱国家，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力量，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湖

北省远安县河口乡小分队日前走

进樟树村，开展主题电影下乡放映

活动。

远安县放映队根据群众需要，

有针对性地放映爱国主义教育、法

律法规、安全生产、农业科技等题

材影片。由单纯的送电影，升级为

送政策、送信息，不仅开阔了农民

群众的眼界，加深了农民群众相互

沟通了解，增进了农民群众之间的

团结，还使群众对党的富民、惠民

政策有了更深了解，真正实现了文

化乐民、文化惠民、文化育民的目

的,提升了农民素质，助力了乡风文

明，推动了乡村振兴。

夜幕降临，在村民委员会门口

前广场上早早坐满了群众，等待着

露天电影上映。一块幕布，一个投

影仪，一对音响，就把一部部优秀

国产影片送到村民身边，让群众

“足不出村”就能享受精彩的“文化

盛宴”。

（稿件来源：宜昌惠民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

湖南农村公益电影
安化沙田溪村固定放映示范点正式启用

广西贺州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湖北远安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

利召开，雷波县农村电影放映服务中

心自5月以来在全县范围内持续开展

“喜迎二十大 礼赞新时代”主题电影

放映活动。

为开展好此次活动，雷波县农村

电影放映服务中心精选《1921》、《守

岛人》、《峰爆》、《我和我的祖国》、《我

和我的家乡》等展映影片，通过优秀

电影作品弘扬主旋律、振奋精气神，

生动展现新时代伟大成就，大力奏响

新时代光影颂歌。

主题放映活动计划放映各类影

片 800 余场次，将营造喜迎党的二十

大的社会氛围同群众的观影需求完

美结合，让群众乐而有获。

（稿件来源：凉山州农村电影放映

服务中心、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可供订购影

片4600余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片400余

部。2022年第25周（6月18日-6月24日）全国共有

30个省区市的181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570部，

共计45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11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浙

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400部；有11

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吉林省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订购超30000场。放映方面，甘肃飞天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依旧表现突出，回传放映卡

近400次，回传放映场次约11000场。

本报讯 日前，江苏各地公益电

影放映单位根据辖区具体宣传要

求，积极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

放映活动。

南京市高淳区 5 月至 11 月在

全区中小学开展“喜迎二十大 永

远跟党走 优秀电影进校园”放映

活动。高淳区各中小学把观看主

题影片纳入日常教育教学和校园

文化活动中，积极组织学生开展

影评征文、观影讲座等形式多样

的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将观影

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引导青

少年知党爱党、知史爱国。

仪征市演艺影剧有限公司电影

放映队联合十二圩镇工作局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在十二圩敬老院开展

“情暖十二圩，观影爱国情”喜迎党

的二十大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盐都红帆”志愿者通过播放公益宣

传片为老人普及适度吃糖、交通安

全、防范诈骗等知识，随后放映的抗

战题材电影《铁道英雄》引起老年观

众的共鸣，大家纷纷表示，眼看国家

一天天富强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一

天天变好，感到非常感到自豪。

江苏淮安利用公益电影平台，

组织开展“电影党课进淮安区区直

机关”、“电影党课进淮安区基层党

支部”等系列公益放映活动，淮安

区融媒体中心组织支部党员干部

观看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展映影片

《悬崖之上》，观影活动在唱响主旋

律、讲好中国故事、筑牢廉洁思想

防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成效显著。

（稿件来源：江苏新希望院线、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日前，由舞钢市纪委监

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举办的

“看廉政电影 润清风正气”廉政电影

走基层巡映活动在枣林镇黄庄村、王

楼村、许庄村等9个行政村同时进行。

晚饭过后，附近居民们早早地来

到广场，在锣鼓叮叮咣咣的声中，廉

政题材戏曲电影《芝麻官休妻》开映

了，高昂的唱腔在广场上回荡，激荡

在每一名观众的心田。

该片讲述了明朝嘉靖年间，保定

府清苑县知县唐成取得政绩回清苑

县任职后，闻知盗粮之事，与贪污团

队斗智斗勇，用休妻的巧计，最终查

处一起叛逆谋反大案的故事。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这部电影具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既弘扬了优秀传

统文化，唱出了新风正气，又使得廉

政教育片更接地气，更具说服力。

据悉，廉政电影走基层巡映活动将

一直持续到11月底，计划放映《芝麻官

休妻》、《我的父亲焦裕禄》、《守边人》等

相关题材电影400多场，让廉政文化走

进千家万户，走进干部群众心间，在全

市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稿件来源：舞钢市电影服务站、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四川雷波开展“喜迎二十大礼赞新时代”主题放映活动

河南舞钢启动廉政电影走基层巡映活动

江苏持续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