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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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 余部，其中 2020 年以来

出品的影片 430 余部。2022 年第

28 周（7 月 9 日-7 月 15 日）全国共

有 31 个省区市的 179 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影片 1511 部，共计 29 万

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共有 13 条院线

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浙江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影片超 300 部，

为订购影片最多的院线；另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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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场；

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院线、浙

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和江苏新

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回传放映卡次

数较多，全部超 300 次；4 条院线回

传放映场次超 10000 场，其中江苏

新 希 望 农 村 数 字 院 线 最 多 ，超

13000 场。

各地掀起迎接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热潮

自 7 月 1 日全面开展迎接党的

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以来，各

地院线积极深入农村、社区、校园、

军营以及新时代文明中心放映，掀

起了展映活动新热潮。

陕西安康市自 7 月 1 日起在安

康城区及各县区积极开展迎接党

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展

映期间，安康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公司将在各县（市、区）固定放映

点、行政村、扶贫移民安置点及迁

移式扶贫安置社区等，放映《红海

行动》、《流浪地球》、《金刚川》、《中

国医生》、《1921》等优秀影片。截

至 7 月 15 日，全市已展映“迎接党

的二十大”公益电影近 400 场。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江苏省苏州市开展了优秀影片进

军营公益展映活动，首场放映了影

片《奇迹·笨小孩》。该活动按照苏

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军分区整体

部署，落实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

新时代电影“五进工程”要求，走进

军营，弘扬主旋律、振奋精气神，生

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新气象。展

映活动将在驻苏部队中陆续进行，

并将持续至今年 12 月底。

安徽省合肥市在全市范围内

开 展“ 喜 迎 二 十 大 奋 进 新 征

程”——合肥市千场主题电影展映

活动。91 支数字电影放映队在全

市街道、社区、乡村开展主题放映

活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

浓厚氛围。

新疆各地州市纷纷启动“喜迎

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深入农村、社区、厂矿、校园开展红

色经典影片放映。截至目前，已展

映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

等 10 余部 300 余场，观影人数超过

7000 人。

地方特色戏曲片广受欢迎

新片方面，7月9日-7月15日新

上《假如明天来临》、《临时乘客》、

《小美人鱼的奇幻冒险》、《超级特战

队》等12部影片。其中动画片《小美

人鱼的奇幻冒险》和《超级特战队》

尤其值得关注。两部影片都是刚刚

从城市影院下档，第一时间就登录

农村电影市场的。《小美人鱼的奇幻

冒险》讲述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冒险

的神奇故事。在神秘的海洋国度，

美丽勇敢的小美人鱼抗争传统束

缚，追求自由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

故事。《超级特战队》讲述了尤米和

小伙伴们为了保卫家园，利用超能

力装备组成超级特战队，展开了一

段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暑假已

经开始，公益电影观众中小学生的

身影多了起来，有儿童片订购放映

需求的院线可作重点关注。

故事片订购方面，地方特色戏

曲片表现抢眼，故事片排行榜前五

中有三部为戏曲片，分别为《枣乡

喜事》（戏曲 渔鼓戏）、《花喜鹊》

（戏曲 豫剧）和《花石村的笑声》

（戏曲 茂腔）。

本周共有80部戏曲片被院线订

购共计28910场，包含京剧、吕剧、豫

剧、黄梅戏、秦腔、越剧等，有将厚重

的历史内容与精湛的艺术形式结合

起来的历史剧《赵氏孤儿》、《程婴救

孤》等；也有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反

映时代精神的现代戏，如《咱村的女

消防官》（戏曲 京剧）和《金凤湾的笑

声》（戏曲 豫剧）等。

科教片订购方面，《网络沉迷

与健康生活》、《网络诈骗防范常

识》、《网络金融安全-网购安全常

识》等关注网络安全以及防止网络

沉迷的科教片订购排名靠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

提出：“电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

阵地，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

式，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识。按照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

求，加强电影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

新，改进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提

升服务质量，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电影是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的主食”，按照“保基本、补短板”的

原则和“提升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

得感”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思路，近

年来，四川省宜宾市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开展“跟着电影学党史”活动，

加强宜宾文化强市和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公益电影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提高

人民群众文明素质，丰富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面对行政村建制调整缩减的实

际和公益电影提质增效的要求，宜宾

市各县（区）积极探索，通过抓住乡镇

一级这个关键环节，督促村一级落实

组织工作，理顺地方组织与放映队伍

分工职责，畅通贯彻落实渠道，让“一

村一月一场电影”的公益电影惠民工

程在行政村生根开花结果。去年至

今，场均观影人数增加 50%，主题放

映更加突出，围绕“公益电影+”主线，

实施“1+N”战略，把多项公共文化服

务与公益电影融合起来，公益电影提

质增效成果不断显现。

抓住乡镇关键环节，

破解“肠根阻”难题

“七一”前夕，宜宾市南溪区大观

镇组织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经典红

色电影放映活动”。6月28日在该镇

全福社区村，“流动农家书屋”现场阅

读、文艺表演、经典红色电影放映等，

为当地 100 余名村民送上了丰富的

文化大餐。村民们通过大银幕观看

了《新闻联播》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来

川来宜视察相关报道，电影《1921》让
现场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群众

纷纷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表达

对党的生日的深情祝福和对祖国繁

荣昌盛的良好祝愿。大观镇近期将

在所辖的 17 个行政村连续开展“庆

七一”主题放映每村2场。

为抓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南

溪区仙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刘

昌涛在村干部会上作了强调，还在

相关工作联系群里发出通知，要求

村干部组织好村民观看红色电影，

务必选择安全的放映地点，不得在

公路穿插经过的地方开展放映，要

求村组织观影人数不少于 20 人，

对放映和观影情况进行评比，并纳

入目标考核。

长宁县委宣传部在 2021 年 3 月

就农村党员干部“观看电影学党史”

活动发出文件通知，要求各镇党委

要把组织农村党员、干部观影活动

作为农村广大党员学党史的有力途

径，每场观影活动不少于在家党员

人数的四分之三；要组织党员谈观

后感，通过观影学党史、感党恩，坚

定共产主义信仰，牢记初心使命；活

动信息收集和上报工作，每镇每月

不低于 2 条。此举，使长宁县 2021
年场均观影人数比往年增加一倍。

今年，长宁县委宣传部专门制发《关

于做好 2022年度农村电影公益放映

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场次任务，

要求由各镇与放映员进行沟通协

商，提前确定行政村每月固定的放

映时间；由镇抓好各村公益电影的

组织、放映点确定、组织观影等，并

与党史学习教育、党支部活动干部

教育结合起来。

屏山县清屏彝族乡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黑勒拉罗介绍说，作为少数

民族聚居地，当地的民族工作尤为

重要，乡党委政府对公益电影放映

高度重视，电影作为加强意识形态

引领的重要载体，可以更多呈现彝

语影片，让当地彝族同胞因母语电

影带来更多的共鸣感。

兴文县通过全县乡镇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屏山县通过树立镇（村）典型推动公

益电影放映走深走实；翠屏区着手

建立由镇（街道）确定放映计划并组

织观影、放映员按照计划实施放映

的机制。

宜宾市各地采取不同举措，通

过“以镇促村”，抓住了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的关键环节，建立了一级抓

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形成市、县、乡镇、村和放映主体单

位“齐参与、共监督”的机制，探索公

益电影提质增效有效举措。

引领村社真抓落实，

解决“观众少”问题

南溪区仙临镇光华村曾德辛，

2014 年至 2019 年任村副主任，2020
年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2021年因

个人身体原因辞去村干部职务，今年

6月，因工作需要曾德辛再次担任光

华村党支部书记。他说，今年，仙临

镇党委政府专门强调要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抓好“跟着电影学党史”，

村里当然重视。根据计划，6月27日

要到该村放映，村里就通过“村村

响”、短信、微信、电话等方式提前通

知村民，晚上六点过再次提醒大家。

结果，当天在村委会办公楼前的放映

现场来了七八十人，观影人数是近年

来观众最多的一场，放映员携带和村

委会提供的凳子远远不够，旁边的一

家茶馆老板主动提供了 20多张凳子

才满足大多数村民观影。曾德辛书

记说，以前在放映信息沟通上不是很

到位，通过这场放映，可以看出农村

群众对电影非常欢迎。新来的放映

员蒋廷楷，人虽然年轻，但架设银幕、

操作放映设备都非常娴熟，还很会拍

照。今后，村委会将按照镇党委政府

的要求，继续抓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的组织观影工作，切实保障农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

长宁县花滩镇宁春村党总支书

记、主任赵林超今年 54岁，说起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滔滔不绝。他说，从去

年以来，镇上就贯彻落实长宁县委宣

传部要求的“观看电影学党史”活动

专门进行安排部署，村委会对每场放

映都要进行组织，起码是三四十人，

观众看完影片才散场，而且，每场观

影现场还要拍照，把照片报送花滩镇

党委政府。红色经典电影放映正是

当下的要求，映前放映的禁毒、法治、

森林防灭火等宣传片，符合农村形势

需要，很受大家欢迎，声画结合的电

影形式，比喇叭喊、比文字上墙生动，

更容易让村民群众接受。在征求对

放映工作意见时，赵林超书记提的

“意见”令人意外，他说，负责该村的

女放映黄德友很认真很辛苦，除了提

前到场，还自带方便面，请她吃晚饭

都不接受，说是有规矩的。赵林超书

记唯一希望是能允许放映员开展放

映当晚到村里的食堂就餐。

整合资源增容赋能，

探索“着力点”路子

屏山县大乘镇大乘社区村党支

部书记、主任王怀作为曾经的放映

员，主动作为，使该村成为宜宾首个

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电影示范

点，实现“公益电影”、“农家书屋”、

“全民阅读”、“学习强国”、“科普宣

传”的“五位一体”，既能丰富群众的

文化生活，带动、激励大家互相学

习，又能提升种植和养殖技术，是做

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一大路

径，接下来，将常态长效开展好这项

工作，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学习氛

围。

南溪区大观镇党委委员、宣传

委员唐茂玲介绍，今年，大观镇依托

公益电影放映，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整合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所，创新开展“围‘炉’夜话”特色

志愿服务，以理论炉、文艺炉、文明

炉、家风炉、科普炉等为元素，将晚

间茶余饭后时间利用起来，组织各

类专业志愿者，围绕理论宣讲、文化

惠民、家风传承、科教普及等方面常

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每月在各

村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每次都会结

合理论微宣讲、文艺表演、应急知识

宣传等主题内容，通过“公益电影+”
的模式将村民们原本饭后闲暇无事

的时光利用起来，将群众从酒桌、牌

桌吸引至书桌、夜映上来，进一步教

化民风、启迪后学、导人向善、凝心

聚力，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干群众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近年来，宜宾市文广传媒集团

映三江农村电影院线用系统观念、

系统方法理论，用全局的眼光，用综

合集成方法，把公益电影置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中，突破行业藩篱，寻

求资源整合，积极探索搭建公益电

影的“纵横维度”。在“纵向维度”上

以创先争优为抓手强化对行业系统

的引领，在“横向维度”上以主题宣

传为切入形成对其他领域的融入。

着力打造主题放映活动，有党

史学习教育、建党百年、核心价值

观、文明创建、廉洁文化、法治、禁

毒、地灾防治、防震减灾、森林防灭

火等，让公益电影承载的宣传内容

多样化。同时，创新拓展宣传形式，

如银幕挂角、宣传单发放、志愿宣

讲、主题标语、宣传马甲、流动农家

书屋、群众性参与“学习强国”答题

活动等，让公益电影的宣传形式更

加丰富。映三江院线获得“第五批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把全市

150 多名放映队伍注册成立了志愿

服务支队，还先后组建成立“地质灾

害防治公益宣传队”、“防震减灾志

愿服务宣传队”、“森林防灭火宣传

队”。根据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指

示精神，宜宾正积极把放映队伍组

织起来筹建“长江生态保护公益电

影宣传队”。“宜宾市廉洁文化电影

宣传队”正在集结，“清风满三江”廉

洁文化电影进基层活动即将举行启

动仪式。宜宾公益电影积极拓展融

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健全

志愿服务体系。

2020 年以来，宜宾创新实施“流

动农家书屋”工程，把“公益电影”、

“农家书屋”和“全民阅读”三者结合

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形成规模

效应。为全市上百名放映员全部配

置折叠式“流动农家书屋”书架，不

定期补充读本，放映员积极参与志

愿服务，在开展每场电影放映时，都

架设书架、摆上读本，供观影群众阅

读，让“每场电影放映”就是“一次全

民阅读”，让“公益电影”成为“全民

阅读”的“细胞工程”，把电影和书本

送进农家院坝、送到千家万户、送到

农民手中，解决农家书屋“最后一

米”问题，升级电影公共文化服务。

宜宾率先推出为观影群众提供

“学习强国”答题活动，通过“公益电

影+学习强国”的新模式，开启“学习

强国”线下活动，现已建立市、县、镇

和村四级“公益电影+学习强国”示

范点，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推动

宜宾党史学习教育走进广大群众。

下一步，宜宾将把此形式在更大范围

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形成全民参与

“学习强国”平台学习的浓厚氛围，使

电影的宣教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目前，“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

程”宜宾市喜迎二十大优秀电影展

映活动结合“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正在三江大地深

入基层、热在群众。

（作者单位：宜宾市映三江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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