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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火热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展映活动

本报讯 中广联合会电视剧

导演委员会原会长、长春电影

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陈家林同

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在北京不幸逝

世，享年79岁。

陈家林导演1965年从北京

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进入长

春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79 年

开始任导演。首次执导电影《鸟

岛》，即获得1979年文化部优秀

影片奖，其后执导的电影《飞来

的仙鹤》（1982）和历史人物传记

电影《谭嗣同》（1984），同获当年

的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自 1986 年起，陈家林先后

执导了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

品。电影《百色起义》（1990）获

广电部优秀影片奖。此外还执

导了《末代皇后》、《唐明皇》、

《康熙王朝》、《武则天》等多部

历史题材影视剧。 （支乡）

本报讯 迎接党的二十大全国优

秀影片展映活动于 7月 1日起正式开

启，各地公益电影放映单位深入农村、

城市社区、军营、校园等场所，开展了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展映活动。

四川乐山

由四川省乐山市委宣传部、夹江

县委宣传部举办的“喜迎二十大 谱写

新篇章”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走进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夹部队。活动采用部

队“点单”，县委宣传部“派单”，乐山

市惠民电影公司放映队“上门服务”

的形式，为官兵送去电影《红海行

动》、《悬崖之上》等一批军事题材影

片，丰富广大官兵的文化生活，进一

步密切军民关系、增进鱼水情。

四川达州

四川省达州市今典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辖属 20 支放映队深入全区各

地全面开展“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

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放映活动，把《最

可爱的人》、《幸福马上来》、《秀美人

生》、《坚守1200秒》等一批时代英雄、

时代楷模题材影片，送到全区24乡镇

（街道）的共 311 个行政村以及社区、

学校、军营、工地、广场、固定放映厅

等场所，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参与

观影，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强

大精神力，到 12 月底预计全年放映

4000余场。

四川阿坝

四川省阿坝州委宣传部、阿坝州

电影服务中心启动“喜迎二十大 奋进

新征程”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安排在

阿坝州各县镇（街道）广场、各社区及

人流相对集中的区域展映，为喜迎党

的二十大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陕西延安

陕西省延安市农村数字电影有

限公司与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联合开展

“送电影进社区”文化惠民活动，融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功能，走进宝塔

区农科所广场、玉佛苑广场，活跃了

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大

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了浓厚氛围。

陕西铜川

陕西省铜川市电影公司在全市

农村、社区、校园、军营、广场、扶贫移

民搬迁点、企业和景区等场广泛开展

“同声颂党恩 喜迎二十大”红色电影

系列主题展映活动。充分发挥公益电

影“映前五分钟”的宣传效应，在展映

活动中播放党史教育、理论宣讲、扫黑

除恶警示教育、农业科普知识、扫黄打

非、疫情防控等正能量映前宣传短

片。展映影片以红色电影为主，加之

乡村振兴、警匪、缉毒、廉政、时代楷模

等题材，通过这些电影展映弘扬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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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渭南

陕西省渭南市新创农村数字院

线有限公司主办、蒲城县数字电影服

务站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红色主题电影展映活动于 7 月 1
日启动，深入全县各行政村、社区和

广场，送欢乐下基层，送文化进群众，

用公益电影放映传承、发扬优秀民族

文化，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氛围。

浙江杭州

由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委宣传

部主办，杭州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余

杭电影服务站、临平区电影电视家协

会等单位联合协办的优秀红色电影

进乡村展映活动，在临平区崇贤街道

鸭兰村举行，鸭兰村文化礼堂被设为

临平区第一个红色电影固定放映

点。活动计划于“七一”、“八一”、“十

一”期间共展映 13 天，丰富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浙江丽水

由浙江省丽水市委宣传部、中共

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丽水市电

影有限公司、丽水市时代农村数字电

影有限公司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永

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优秀国产电

影展映活动日前在莲都区海潮新村

启动。后续活动将以“党史宣讲+优

秀国产电影”的方式在全市各县（市、

区）全面铺开，届时将有超 10000 场

的公益电影呈现到广大群众的面前，

以电影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以电影

凝聚精神力量，以电影奋进新时代新

征程。

浙江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开展“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农村公益电影主题放映

活动，精选《我和我的父辈》、《信仰

者》、《春天的马拉松》、《中国医生》等

100部展映影片，涵盖历史战争、时代

楷模、村发展、强国复兴等六个主题，

计划在全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点展

映 6000 余场，放映范围覆盖农村、社

区、学校、企业、广场等。

山东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于日前启动“喜迎

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烟台市广场

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精选展现百年

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大成就、时代

楷模先进人物等50部优秀影片，预计

在全市城乡 27 个广场集中放映 200
场电影。

贵州遵义

贵州省遵义市启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优秀影片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精选《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7月1日

起至年底在全市农村、城市社区、校

园展映3000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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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

广西八桂农村电影院线从 7 月 1
日起至年底全面开展迎接党的二十

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近2000名放映

人员，带着1000多套数字电影放映设

备，深入南宁、钦州、玉林、桂林等 11
个市、83个县区、10348个行政村放映

《我和我的父辈》、《1921》、《悬崖之

上》等一批优秀影片，预计覆盖人次

2000万余人。

重庆黔江

重庆电影志愿者总队联合重庆

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及“第一帧”青年志愿服务团开展“礼

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公益电影进社

区放映活动，秉持“拉近电影与群众

的距离”的初心，持续为群众做好公

益放映服务，让弘扬正能量和主旋律

的电影更深入人心，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营造浓厚氛围。

云南广南

结合“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云南省广南县开启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

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精选20部主旋

律题材影片在行政村、广场、社区、敬

老院、部分中小学校巡回放映，将持

续开展至 11 月底，计划放映 600 场，

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的良好氛

围。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家林逝世

本报讯 由中共义乌市委宣传

部、义乌市总工会与义乌市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公司联合开展的“扛

旗争先·劳动光荣”宣讲暨“时代楷

模”红色电影下基层活动，近期在全

市各企业工会全面铺开。

电影开场前，工会宣讲人员详

细介绍了各自企业的工作目标和努

力方向，希望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充

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敢

于开拓，大胆创新，勇于打造自己企

业的品牌，为建设独具义乌企业特

色、充满工人力量的产业工人队伍

作出不懈努力。

宣讲结束后，现场职工共同观

看了《我和我的家乡》、《李保国》、

《悬崖之上》等充满正能量、激励人

们积极向上的影片，为喜迎二十大

营造了浓厚氛围。

“各企业工会通过现场宣讲、放

映电影等形式，丰富了企业职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企业

氛围。下一步将在各基层企业以公

益电影放映为载体，持续开展多种

文化活动，为职工营造良好的生产

生活氛围。”义乌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稿件来源：义乌市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公司、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

浙江义乌开展红色电影下基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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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余部，其中 2020 年以来

出品的影片 420 余部。2022 年第

27周（7月2日-7月8日）全国共有

30 个省区市的 179 条农村电影院

线订购影片 1601 部，共计 36 万余

场。

订购方面，全国共有 11 条院

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值得一提的

是，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和安康市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按照“少量多

次”和“按需订片”的原则，每部影

片平均订购20场左右；另有6条院

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江苏新希

望农村数字院线和山东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订购超两万场。

各地多种形式开展迎接

党的二十大展映活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全

国展映活动自7月1日正式开展以

来，各地农村院线深入农村、社区、

学校、企业、广场，通过推介各类优

秀影片、播放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和

幻灯片等方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主题展映活动。

7月8日晚，浙江省“聚力奋进

‘两个先行’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主题电影展映活动在杭州启

动。此次主题电影展映活动既包括

《长津湖》、《流浪地球》、《中国机长》

等全国展映活动优秀影片，还包括

《送你一朵小红花》、《武汉日夜》等

优秀浙产影片。展映活动自 2022
年7月开始深入全省农村、社区、校

园，“浙影通”数字化改革场景也将

应用到放映活动中，引导更多的农

村群众积极参与选片、点片、评片。

深化做好校园放映工作，持续打造

“电影伴我成长”工作品牌。

宁波“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

代”农村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订

购了《我和我的父辈》、《中国医生》

等多部影片，要求各放映单位映前

统一播放《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

专辑，统一播放“喜迎二十大 奋进

新时代”宣传幻灯片，统一悬挂“喜

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农村公益

电影展映横幅。展映活动计划在

全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点展映

6000余场，放映范围覆盖农村、社

区、学校、企业、广场等。

浙江丽水市开展了“喜迎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优秀

国产电影展映活动，将为当地群众

放映一万余场公益电影，以电影迎

接二十大胜利召开，以电影凝聚精

神力量，以电影奋进新时代新征

程。除了播放电影外，当天活动

中，来自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的李幸，用生动的语言为现场市民

进行了浙西南革命史《厦河村的王

老板—省委书记刘英》视频宣讲，

现场还播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述

职报告》。

云南省广南县开展“礼赞新时

代 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大优秀

影片展映活动，活动精选《金刚

川》、《一点就到家》等 20部主旋律

优秀影片在行政村、广场、社区、敬

老院、部分中小学校巡回展映，活

动将持续至11月底，计划放映600
场。为更好地开展优秀影片展映

活动，当地观众还市民可通过“云

南电影课堂”，查询并参与优秀影

片展映活动预约。

《浴血大别山》农村市场热订

故事片订购方面，迎接党的二

十大优秀影片展映影片《峰爆》、

《金刚川》、《悬崖之上》、《红海行

动》、《中国机长》等影片热订，跻身

故事片排行榜前列。值得关注的

是，《浴血大别山》本周共有 50 条

院线订购 9800 场，领跑故事片排

行榜，该片6月13日登录电影数字

节目交易平台，迄今不到一个月时

间 已 有 82 条 院 线 订 购 累 计 达

38749 场，成为近期表现最为突出

的影片。该片取材于解放战争时

期安徽公安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

史诗，再现了大别山先辈们百折不

挠的革命精神，是党史学习教育的

鲜活教材。

科教片方面，当前即将进入

“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部分

院线聚焦防洪主题影片订购，《洪

灾的预防与科学应对》成为本周科

教片订购黑马，共有 20 条院线订

购共计4000余场，排名靠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