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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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超 4620 部，其中 2021 年以来

出品的影片约 220 部。2022 年第

30周（7月23日-7月29日）全国共

有 30 个省区市的 177 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影片 1490 部，共计 35 万

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共有 12 条院

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浙江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山东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 300部；

有7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

驻马店市中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订购超两万场。放映方

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超

1000 次；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

1.7万场。

《歌声的翅膀》《昆仑兄弟》

登陆农村市场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

作拍摄的两部展现民族团结的电

影《歌声的翅膀》、《昆仑兄弟》日前

登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歌声的翅膀》是一部极富民

族特色的歌舞电影，讲述了新疆不

同民族的三个年轻音乐人，不甘艺

术“高原”，踏上追寻音乐“高峰”采

风之旅的故事。

《昆仑兄弟》是以新疆开展的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为题材创

作的影片，讲述了结对认亲干部心

系各族群众、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

排忧解难的故事。

新片方面值得关注的还有《这

个杀手不太冷静》、《缉魂》两部城

市票房过亿影片。截至目前，电影

数字节目交易平台约有 170 余部

票房“过亿”影片可供订购，其中

2021年以来出品的影片超20部。

故事片订购方面，迎接党的二

十大优秀影片展映影片《峰爆》、

《悬崖之上》、《一点就到家》等订购

排名靠前；乡村题材喜剧电影《同

合村的“孝”声》、《家逢喜事》（戏

曲 豫剧）也受到较多关注。

科教片订购方面，延续上周走

势，《网络沉迷与健康生活》仍然是

近期院线订购热门影片。

增强亲子互动

多地开展暑期专场放映

一场优质的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同时，不仅能够促进邻里感情更

加融洽，还能提供一堂生动形象的

亲子互动课。日前，多地公益电影

放映单位组织开展暑期专场电影

放映活动，动员尽可能多的学生和

家长共同观看，促进亲子沟通，增

进亲子关系。

由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独家支持的《外太空的莫扎

特》专场公益放映活动近日在浙江

宁波举办，鄞州区潘火街道紫郡社

区清华苑小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

同步观看了这部城市影院正在热

映的影片。本次活动也是阿里影

业“淘票票星光点点”公益放映计

划落地的首个公益项目，首期活动

已在宁波乡村落地5场，未来还将

在全国更多农村地区组织公益

放映。

义乌院线公司推荐 50多部影

片供当地学校挑选，待电影片目选

定后，将按放映计划到全市各行政

村、社区有序放映。同时还挑选了

“防诈骗、防溺水、安全用电”等方

面的科教片在映前放映，为学生安

全度过暑假提供科学指导。

辽宁大连机场街道组织开展

“暑期外来务工子女”专场夏季露

天观影活动，现场孩子和家长一起

观看了电影《奇迹·笨小孩》。本次

活动不仅是一场汇聚亲情、友情、

邻里情的聚会，同时也丰富了务工

子女的假期文化生活。

山东省广饶县电影公司开展

“快乐影院”进社区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为小朋友们安排了一批励志

题材故事片和健康安全题材科教

片，并向在场的孩子和家长发放安

全教育宣传资料，给辖区少年儿童

和家长上了一堂暑期安全教育课。

重庆银泰影院有限公司配合

区妇联在北碚区各村社惠民放映

点，放映《农村溺水救护》、《儿童步

行交通安全》、《家庭常用急救知识

与方法》等相关题材科教片，以寓

教于乐的方式开展暑期儿童安全

教育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车雪莹）

本报讯 近日，家庭奇幻喜剧电

影《外太空的莫扎特》在浙江省宁

波乡村组织公益放映。虽然当地热

气袭人，但丝毫挡不住当地百姓的

观影热情，很多家长领着孩子早早

就来到了放映现场。活动开始后，

大银幕上精彩的镜头和引人入胜的

情节吸引着现场观众的目光，人群

中不时传来孩子们爽朗的笑声。

现场一位小朋友高兴地说：“我

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电影，我的

梦想是去外太空，和外星人做朋

友。”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公益

观影活动，给家长上了一堂亲子教

育课。通过电影让我们家长认识到

父母的责任应是无私的支持和鼓

励，帮助孩子找到真正的兴趣所在

才是成就孩子最好的方式。”现场

一位家长感慨。

影片《外太空的莫扎特》由陈思

诚担任编剧并执导，黄渤、荣梓杉

主演，是一部充满奇幻、喜剧、家庭

等元素的科幻电影，7 月 15 日起在

全国城市院线上映。

本次公益放映活动由北京壹同

传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万达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

京）有限公司主办，五洲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协办，宁波市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承办。本次活动

也是阿里影业“淘票票星光点点”

公益放映计划落地的首个公益项

目。

阿里文娱 ESG 工作委员会副会

长李捷表示，农村市场是中国电影

发展的重要市场，应该得到更广泛

的关注和支持。阿里影业将持续向

农村地区输送优质影片，传递“小

真大正”的社会正能量，让更多乡

村儿童享受到好电影的普惠权益。

全国公益电影发行放映核心运

营单位——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独家支持了本次公益放映活

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主任张

红表示，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致力于为最广大最基层观众提供公

益放映服务，让大家看上电影，看

好电影。这次《外太空的莫扎特》

公益放映活动为乡村儿童电影公益

放映开了个好头，创新地满足了乡

村儿童“看好电影”的需求，增强了

乡村儿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值得

在行业内尝试、推广。

一场优质的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同时，促进邻里感情更加融洽；

为家庭提供了一次意义深刻的亲子

课堂，让亲子关系得以升华；更在

孩子们的脑海中形成美好的记忆瞬

间，影片所传递的精神力量在潜移

默化中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将不断

提升电影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

推动公益电影放映进农村、进校

园、进社区、进军营、进厂矿、进企

业，促进公益电影融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融入乡镇电影院等文化

阵地，为基层群众、学校学生带去

精神食粮，通过优质公益电影放映

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5周年，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

中共凤阳县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中都城管理处、县残联及县电影公

司前往驻凤阳县红心镇坦克战术训练

场，提前开展“八一”建军节慰问活

动。在为广大人民解放军官兵学员们

送上毛巾、拖鞋、矿泉水、食品等生活

物资的同时，开展了“迎接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进军营”专场

活动。凤阳电影公司电影放映队来到

了军营，为官兵们送上了一场视觉盛

宴，既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又丰富

了军营的精神文化。

本次专项活动放映了红色革命题

材影片《浴血大别山》，用电影的形式

回顾历史，让广大官兵在辛苦训练之

余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有助于

他们消除训练的疲惫，抚慰他们工作

的辛劳。

活动旨在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增

强全民国防意识，共叙鱼水情，共筑中

国梦、强军梦，形成“党政军民齐努力

共铸双拥新辉煌”的良好局面，充分体

现军民一家亲的深厚情感。党政军民

融合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

的。中共凤阳县宣传部、县文化和旅

游局、县残联、县电影公司还将继续聚

焦双拥工作，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拥

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和良好作风，为共

建“大美凤阳”营造积极向上的双拥好

氛围。 （吕建军）

安徽凤阳
组织开展优秀影片展映进军营专场活动

本报讯 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

天。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暑假安全

教育，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新

干县电影公司近期持续深入七琴镇

中心小学、桃溪乡学校、大洋洲镇中

心小学等地，开展“青少年暑假安全

教育”电影宣传放映活动。

夜幕降临，在大洋洲中心小学

的操场上，学生们有序坐在一起，聚

精会神地观看科教影片《青少年暑

假安全常识》和《儿童步行交通安

全》。学校刘老师表示，放映队不仅

送来了电影，更是送来了一场安全

知识课，让学生们认识到暑假安全

是多么的重要。

新干县电影公司精选了《青少

年暑假安全常识》、《儿童步行交通

安全》、《儿童安全小剧场-防火篇》

等 28 部科教片在全县范围内的学

校进行放映，影片内容涵盖溺水安

全、步行安全、交通安全、用电安全、

网络诈骗安全等。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加深了对安

全知识的了解，同时也提醒家长们

担负起对孩子的监护责任，为孩子

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让

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暑

假。

（稿件来源：江西欣荣院线、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江西新干
开展“青少年暑假安全教育”电影宣传放映活动

本报讯 为推动实施“八五”普

法规划，加大全民普法宣传力度，唐

山市法宣办、唐山市司法局组织开

展“文化惠民·与法同行”法治文化

进基层活动。

主办方精心准备了宪法、民法

典、信访工作条例、治安管理处罚

法、防范养老诈骗、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电话诈骗等多部普法宣传片，

利用唐山市公益电影惠民平台，在

公益电影放映前插播普法微视频。

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融入

法治元素，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让群众在休闲娱乐

中学习法律知识，感受法治精神，形

成“文艺搭台·法治同行”的良好风

尚，营造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良好

氛围。

据悉，唐山市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唐山益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

司将组织十余支流动放映队分别深

入到唐山市的企业、机关、社区、农

村、广场、福利机构等单位，放映活

动持续到 12 月底，预计放映 10000
余场次。

日前，“文化惠民·与法同行”法

治文化进基层活动分别在路北区棚

户区改造项建筑工地、唐山医药集

团、遵化市刘备寨乡杨家庄村、路北

区万科公园都会广场等地展开放

映。

（稿件来源：唐山益众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河北唐山
举办“文化惠民·与法同行”法治文化进基层活动

《外太空的莫扎特》公益放映活动浙江宁波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