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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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余部，其中 2020 年以来

出品的影片 420 余部。2022 年第

26 周（6 月 25 日-7 月 1 日）全国共

有 30 个省区市的 178 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影片 1536 部，共计 41 万

余场。

订购方面，有 14 条院线订购

影片过百部，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订购近 400 部，位居榜

首，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宁波市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 165 部

1071 场，最大地满足了群众个性

化的观影需求；有 13 条院线订购

影片过万场，其中山东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订购超24000场。

放映方面，有 5条院线回传放

映卡超 500次，其中江西欣荣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回传超 800次，为回

传放映卡最多院线。有 9 条院线

回传放映场次超万场，江西欣荣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超

27000场，排名居首。

多地启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甘肃、山东、贵州、湖北、四川等地

公益电影放映单位结合本地实际，

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展映活动，

展映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优秀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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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二十大营

造浓厚氛围。

6 月 29 日，甘肃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联合兰州市民政局光华街

项目点、敦煌路街道光华街社区，

共同开展“喜迎二十大 ”七一主

题观影活动，以露天电影放映的

形式，为党庆生，为群众送去“夏

日福利”。

6 月 30 日，山东聊城“喜迎二

十大·奋进新征程”——百场红色

电影进百个小区百日展映展播活

动在冠县启动。从7月到10月，将

组织 100余场（部）形式多样、内容

充实、内涵丰富的红色电影展映展

播活动。

6 月 30 日，由贵阳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主办的迎接二十大优

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启动仪式在

达德学校旧址举行。活动从7月1
日开始贯穿全年，将组织各区（市、

县）放映队，开展电影公益展播进

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

景区、进企业，放映《我和我的祖

国》、《红海行动》、《悬崖之上》、《夺

冠》等。

湖北枝江市 10支放映队伍以

饱满的热情深入乡村、学校、社区，

举办红色电影进社区活动，引导群

众坚定信念，奋发向上，营造和谐

的社会环境，为建设“四个枝江”贡

献力量。

6 月 30 日，四川成都金沙院

线开展“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

程”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

映活动，在成都 23 个区县 101 个

放映点，同步放映 101 场电影，以

电影人的方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1周年。

多部新片大片登陆农村市场

本周有多部不同题材影片登

陆农村电影市场，包括《好想去你的

世界爱你》、《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辣妈倔爸》、《乌龙大侠》、《戏里戏

外》等影片。其中《好想去你的世界

爱你》为城市票房过亿影片，讲述了

身处国内的建筑师助理安易与远

在德国的调音师高昂，因为一次意

外，他们的脑电波相连，素不相识的

二人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的甜蜜

爱情故事。此外，纪录片《一直游到

海水变蓝》值得关注，影片以作家马

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为点，勾勒出

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一个脉络，并

努力通过他们几代人的个人经历，

呈现出一种“心灵的变迁史”。

故事片订购方面，迎接党的二

十大优秀影片展映影片《中国医

生》、《红海行动》、《悬崖之上》等订

购排名靠前。另外，《奇迹·笨小

孩》上平台首周共有 15 条院线订

购超 1300 场，跻身故事片排行榜

前 50 名；科教片方面，《儿童步行

安全》、《儿童成长健康习惯》、《儿

童用眼健康常识》等儿童健康成长

题材影片最受关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日前，“礼赞新时代 奋

进新征程”云南西双版纳喜迎二十

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走进旅游度假

区曼弄枫村曼贺纳村小组。

此次展映以进村寨的方式进

行，西双版纳西农农村院线有限公

司为村民播放了《扫黄打非警示

录》、《守信人》、《防范非法集资》等

公益宣传片。据了解，展映活动将

持续到 2022 年年底。

西双版纳西农农村院线有限公

司立足基层实际，依托各农村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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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电影公共文

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的重要作用，凝聚团结进取、奋发

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影片放映前，西双版纳州“扫

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州、市金

融办，中国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州中

心支行等部门还面对面向当地群众

宣传非法集资、反诈金融知识、扫黄

打非及版权相关法律知识。

（稿件来源：西双版纳发布微信

公众号，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香港电影编剧、小

说家倪匡，因病于 2022年 7月 3
日下午逝世，享年87岁。倪匡，

原名倪亦明。原籍浙江宁波，生

于上海。初中毕业后入华东人

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 1957 年至香港。

1958 年起开始发表小说，后从

事新闻工作。60年代初发表武

侠小说《六指琴魔》、《女黑侠花

木兰》，后被改编摄制成粤语片。

1976年根据自己小说改编

成电影剧本《独臂刀》，后兼任邵

氏电影公司编剧。其编写的电

影剧本达 200 余部，著名的有

《金 燕 子》（1967）、《报 仇》

（1970）、《唐山大兄》（1971）、

《精 武 门》（1972）、《刺 马》

（1973）、《洪拳小子》（1974）、

《流星·蝴蝶·剑》（1976）、《楚留

香》（1977）、《天 涯 明 月 刀》

（1977）、《少 林 三 十 六 房》

（1978）等。还有科幻小说《无

名发》等20余部以及武侠小说、

侦探小说等多部，其中《卫斯

理》被改编搬上银幕。 （支乡）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潍坊市奎

文区熙湖名筑建筑工地的 40 余名

建筑工人集体观看了主旋律题材

影片《红海行动》。影片起伏跌宕、

扣人心弦的剧情和鼓舞人心、令人

振奋的主题，让现场观众倍感自豪

和骄傲……

观影结束后，工友们纷纷表示：

“看了这部电影，深深体会到作为一

名中国人的骄傲，为我们国家的强

大而自豪。”同时他们还表示：“平时

忙，没时间去影院看电影，现在工地

就能免费看大片，感觉很暖心，一天

的疲惫也得到了很大的释放。”

据悉，本次观影活动是由潍坊

新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联合奎

文区文旅局、区住建局共同开展的

“奎文区公益电影进工地”系列活

动其中的一场。 6-10 月份将会在

全区有放映条件的建筑工地持续、

不定期开展公益放映活动，旨在进

一步丰富全区建筑工人们的业余

文化生活，让更多基层群众共享公

共文化建设成果。

近年来，潍坊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在市、区电影主管部

门的支持和指导下，不断创新公益

电影放映机制、拓展公益电影放映

领域，与相关部门、单位和组织相

继开展了“公益电影进工地”、“公

益电影进军营”、“公益电影进高

校”等系列放映活动，为推动潍坊

公益电影体质增效、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稿件来源：潍坊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积极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日前，扬州市

金麦浪数字电影院线开展的公益电

影送下乡活动走进甘泉街道焦巷村，

为村民送去了精神食粮，让乡村夜晚

变得“有声有色”。

“听说大队广场上今晚放电影，

好看得不得了。”附近的村民闻讯纷

纷赶来，等待着精彩的露天电影上

映。“我们年龄大了不会用电子设备，

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只能在

家看看电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

电影，真是太好了。”电影放映前村民

们坐在一起拉着家常，他们纷纷感慨

现在政府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也越

来越实了，农民享受到的实惠也越来

越大。

观影过程中，人来人往、络绎不

绝，焦巷村的党员志愿者和网格员还

耐心提供了茶水服务，村民一边喝着

茶、一边观看电影。“今天的电影真是

太精彩了，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

的，平时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没有这

种氛围，我今天还特地把我女儿也带

来了，感受一下文化的熏陶。”村民吴

先生说道。

近年来，焦巷村通过“送电影下

乡”活动，充分发挥电影形象直观、通

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功能，根据群众

需要，有针对性地安排爱国主义教

育、励志教育、农业科技等方面题材

影片。电影放映期间，党员志愿者和

网格员们还组织政策宣传、法治宣传

和防范电话诈骗宣传等，让村民群众

在娱乐中学知识，满足群众多层次的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稿件来源：江苏新希望院线，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香港著名导演、编

剧、制片人罗启锐，因病于 2022
年 7月 2日在香港去世，享年 70
岁。罗启锐，1952年生于香港，

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纽约大

学电影系。

1984 年 ，凭 借 剧 情 电 影

《非法移民》入围第 5 届香港电

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1987
年，凭借爱情电影《秋天的童

话》获得第 7 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最佳编剧奖。1989 年，担任

编剧的剧情电影《八两金》在

中国香港上映。1992 年，与张

婉婷联合执导爱情喜剧电影

《我爱扭纹柴》。1997 年，凭借

剧情电影《宋家皇朝》入围第

1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

剧奖。2001 年，执导的青春电

影《北京乐与路》入围第 21 届

香 港 电 影 金 像 奖 最 佳 影 片

奖。2009 年，担任编剧的剧情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在中

国香港上映。2010 年，自编自

导的剧情电影《岁月神偷》获

得第 60 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

单 元 水 晶 熊 最 佳 影 片 奖 。

2015 年，担任编剧的爱情电影

《三城记》在中国内地上映。

罗启锐与妻子张婉婷是香

港影坛著名的“夫妻档”，二人共

同创作了多部经典电影，包括

《秋天的童话》、《七小福》、《岁月

神偷》、《玻璃之城》等。

（影子）

香港著名电影人倪匡逝世

香港著名导演罗启锐逝世

云南西双版纳：
喜迎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进村寨

江苏扬州：
“大银幕”点亮农民“夜生活”

山东潍坊开展“公益电影进工地”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