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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全国公益电影人在行动
（陕西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春节期

间全国农村电影放映活动暂时停止。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全国

农村电影放映单位坚决响应中央号

召，充分发挥作为面对我国最基层、最

广泛农村农民和社区群众进行政治宣

传工作的重要组织队伍的独特作用，

根据各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部

署，积极投身农村防疫宣传前线，成为

配合政府阻击病毒、支援前线、打响全

民保卫战的骨干力量。中央宣传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密切联系全国各

地电影管理部门和农村电影放映单

位，并及时在网站（www.dmcc.org.cn）和

微信公众号（DMCC-JMGLZX）宣传报

道全国各省区市农村电影放映队伍配

合各地政府防控疫情的举措进展，主

动做好正面宣传、热点引导等各方面

工作。

陕西省公益电影人全面动员，主

动参与，充分发挥农村公益电影点多、

线长、面广，以及和群众联系密切的自

身优势，积极组织各县市区公司放映

队参与当地抗疫工作，全面构筑抗疫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榆林院线实行轮岗值班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榆林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机关实

行轮流值班制度，值班人员每天准时

到岗，对办公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对住

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并利用电子屏，

微信平台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知识。

各县区农村电影服务站在做好自身防

护的同时，积极协助并参与当地的疫

情防控工作。

汉中父子放映员齐上阵为辖

区防疫宣传做贡献

杜明安、杜停是汉中市院线公司

汉台服务站的一对父子放映员。父亲

杜明安已经年过花甲，他把一生对电

影放映事业热爱传递给儿子杜停。疫

情发生后，父子齐上阵，将装载公益放

映设备的车辆改为公益宣传车，沿途

宣传防控知识，在武乡诸葛广场、石门

社区广场用 LED 屏做滚动宣传，为放

映辖区防疫宣传增添一份力量。

铜川院线党员干部带头支援

疫情防控

铜川市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

全体党员、职工及放映员本着“依法、

科学、有序、预防”的原则，志愿助力铜

川疫情防控工作。党员干部积极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头

协助社区及村镇防控点进行防疫检测

和病毒消杀工作，动员职工、放映员利

用自己对放映辖区道路熟悉、群众熟

悉的优势，支援社区及行政村做好疫

情防控。

渭南院线形成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管理模式

渭南市新创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制

订了疫情防控措施，潼关、大荔、富平3
县迅速“迎战”，建立了外地返潼人员

健康情况摸排登记册、体温监测点，坚

持每日两次进行环境病毒消杀，建成

建立防控疫情政策宣传、信息互通、群

众教育、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形成了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管理模式，随后白

水、华阴等服务站开始了防控疫情的

宣传和消毒工作。

咸阳放映员充分发挥公益电影

和基层群众联系密切的优势

农村地区很多老人没有或者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对此次疫情认识程度

不高，家里人劝也不听。但是老人们

爱看电影，平时和公益电影放映员交

流多，因此咸阳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充分发挥公益电影和基层群众联系密

切的优势，积极组织各县市区公司放

映队，通过流动电影放映车、小喇叭、

宣传栏等方式，深入城镇社区、农村街

巷，广泛宣传普及防疫抗疫政策和知

识。

西安累计五十余名公益电影

人奔赴抗疫一线

截至目前，陕西世纪长安院线有

五十余人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奔赴

抗疫一线。他们服从当地政府部门安

排，按照属地管理，化整为零，积极参

与当地抗疫工作。或张贴标语、悬挂

横幅，或测量体温、喷洒消毒，或宣讲

政策、排查疫情，或执勤守卫、发放物

资，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安各个角落，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公益电影人的初心与

使命。

农村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联防联控的重点地区，是防控疫

情的重中之重。广大农村电影放映工

作者结合自身实际，做好农村群众防

疫知识普及、政策解读、正面宣传、热

点引导等各方面宣传工作，进一步提

升精气神、弘扬正能量，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疫情发生后，四川

省率先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在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的统一布署下，成

都金沙院线公司各分公司组织全体放映员

即刻暂停放映活动，自身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并

在保证防护措施条件下，协助当地党委政

府、村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服务乡邻的

志愿服务活动。成立了防控防疫宣传工作

志愿小组，深入各村、社区，积极开展新冠

病毒疫情防控、防治宣传。

“一定要戴口罩，做好日常消毒、勤洗

手......”这是金沙院线新都分公司经理舒军

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他不畏风险、迎

难而上，主动承担起新都区防控防疫宣传

工作志愿小组组长一职，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走在前、做表率”，为新都区人民生命安

全保驾护航。在新都区组建的疫情防控防

疫宣传工作志愿小组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

的放映员身影。防疫战打响的那一刻，新

都分公司放映员率先走到抗疫第一线，直

面危险、守护家园。志愿小组由一组（斑竹

园、新繁、大丰、新民、军屯放映队）、二组

（新都、泰兴、石板滩、木兰放映队）组成，分

别以不同形式投入到防控防治宣传活动

中，利用公益电影放映交通、宣传工具，走

村串户，在农村道路主要干道、农民集中居

住小区喷洒消毒药水，宣传政府公告、公开

信、防疫知识等，协助有关部门逐户调查统

计、摸排人员流动情况、登记外来流动人

员、释疑解惑、测量体温、清理垃圾、劝退聚

集人群（特别是麻将馆和茶铺）、落实要求

防控措施等。

大年三十，本是大家团聚过大年的日

子。金沙院线大邑县放映队的龙仲明和的

尚昌志火速奔赴防疫一线。疫情随时可能

出现在身边，危险离他们如此之近。可他

们只有一个念头：疫情就是命令，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

已经67岁的龙仲明说：“在国家和人民

群众有困难的时候，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

服务，这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从大年

初一开始在大邑县安仁镇仁里这个近7000
人的小区，敲响一家一家的大门做调查、登

记外来和返乡人员、在门口拉宣传标语，直

到小区进出口被封闭，他就用电影放映移

动音箱巡路车、汽车在大街小巷进行宣传，

张贴宣传单、喷洒消毒药水。

尚昌志除了是放映员还有另一个身

份，就是大邑县望石镇尚河村民们熟知的

赤脚医生，他不仅要做好防疫宣传工作，还

时刻关注村民的身体状况，同时也用放映

车辆做起了“快递员”，为了让村民好好待

在家里不乱窜，减少感染风险，村民需要采

购什么，他都马上帮忙买给村民。尚昌志

说：“战‘疫’已打响，这就是我们的阵地，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哪里需

要我们就到哪里去。成都金沙院线双流放

映队支部书记贾兆勇说：“我们手中的公益

电放活动暂时停下，但抗击疫情的战斗才

刚刚开始，我们对基层工作熟悉，我们要到

一线去！”按照分工协作，全体人员分别战

斗在疫情防控不同的岗位上。

成都金沙院线双流放映队支部书记贾

兆勇自1月26日以来，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

线，全力以赴为滞留成都(双流)进行医学观

察旅客提供科学、周到、贴心的全方位服务，

得到各级肯定，特别是留观旅客的好评。

成都金沙院线双流放映队支部委员杨

超自1月26日以来，就战斗在成都市双流区

疫情防控最前线的旅游、体育市场巡查，重

点对黄龙溪景区、欢乐田园、空港花田、海滨

城进行防疫大排查，安保、消杀防控工作到

位，各大场馆无异常，做好一切防范措施。

成都金沙院线双流放映队干部（党员）韩

进带病参加疫情防控，投入到服务保障小组

工作，在指定的4家酒店为滞留旅客居家式

医学观察点服务，做好迎送保障、生活保障、

医疗服务保障，全程24小时贴心服务保障。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还未结束，成都

金沙院线各分公司的放映员和其他坚守在

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全力以赴

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与健康，以责任和担当

充当“逆行者”，坚定信心，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夏蕾）

据新华社电在新冠肺炎这场与病魔作

战、与时间赛跑的战场上，陕西省铜川市耀

州区通过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宣传内容和

形式群众爱看爱听、愿信愿做，强信心、暖人

心、聚民心，众志成城抗疫情。其中，当地农

村电影放映队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政策标语稳民心

“以前村上挂的标语我都没印象，‘口

罩你不戴，病毒把你爱’、‘宁在家里憋出

汗，不给政府添麻烦’，虽糙了些，但过目不

忘”，朱村村民何改荣边抄录边说，“我要把

这些标语编进快板作品里”。

为增强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耀州区研

判疫情形势，把宣传教育作为战疫情的第一

招。他们发挥区融媒体中心宣传的权威优

势，及时转发权威信息，让领导干部讲政策、

让疾控专家讲理论、让文艺志愿者搞创作，

发动群众齐参与，把中央、省市关于疫情防

控的精神和全区的安排部署，编成通俗易懂

的标语、喜闻乐见的快板歌曲、秦腔等，通过

区融媒体中心的10余个平台和流动数字电

影放映队的宣传员传到群众中。

三天时间，耀州区先后创作 30余条硬

核标语，涵盖民主法治、卫生防疫、团结互

助等内容，在城乡人群密集区域悬挂横幅

2485 条，张贴纸质标语 4356 条，LED 屏幕

宣传112块。同时，迅速开通应急广播和大

喇叭 253 个、宣传车 107 辆、移动音响 192
个，巡回播放各级政策规定：春节不拜年、

不串门子、取消集会市场、取消（延迟）红事

白事等内容，确保疫情防控知识政策宣传

全覆盖、无死角。

永安路居民张仁远说：“宣传使我了解

防疫常识，消除紧张情绪，安了神、稳了心，

踏实过了个安稳年”。

全民参与强信心

疫情确诊人数，让人揪心，一场关乎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战争打响了。

2月6日，原党村在武汉工作的闵文博

在村微信群里写道：“我叫闵文博，1 月 19
日从武汉回家过年，在家隔离了15天，各项

体征都很正常，给大家报个平安，衷心地感

谢各位领导和乡亲对我的包容和关心。”

起初，从湖北武汉等外地回来过年的人

员，因担心受到周围人的歧视，有意隐瞒自

己的行程。耀州区防疫指挥部在统计外来

人口数量时，始终与上级大数据比对不上。

“如果对外来人员不能做到精准识别，

漏掉一个传染源，就可能暴发疫情，危及群

众生命”。耀州区委书记杨宏伟说：“必须给

大家讲清疫情蔓延的形势及危害，发动群众

监督”。

肆虐的疫情危及群众的生命健康，唤

醒了全民参与排查和防控的自觉性。耀州

区精准摸排出外来人员数量，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科学精准管控。加大对流动人员

的宣传教育，防输入、防输出、防扩散，对外

来车辆与人员做好监测、登记、消毒，对隔

离人员落实“一个专班、一个口罩、一个温

度计、一个清洁袋、一张登记表、一张提示

卡”制度。

农村放映员不仅进行流动宣传，有的

还亲自上门发放《致武汉来耀返耀人员的

一封信》等倡议宣传资料并耐心宣传解释，

引导他们关注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定时测

量体温、送生活用品、清除生活垃圾，特别

是对发热人员做出正确病情研判，消除他

们的恐慌心理。截至目前，耀州区未发生

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先进暖人心

耀州区人民医院护士张凤艳逆行支援

武汉医疗队、照金尖坪村村民张强一家三

代五口积极参与抗疫防控、原党村百名新

时代文明志愿者义务轮流值班、区领导深

夜慰问疫情一线值班人员……一处处疫情

检查点，一个个党员干部都是放弃春节休

假、不顾家庭困难，昼夜 24小时轮流值班，

为大家守护着平安与健康。

耀州区疫情阻击战场上号亮兵勇，党

员干部齐上阵，采写宣传疫情一线的先进

人物和事迹，在“文明耀州”零点推送、“沮

水微澜”六点发出、《耀州新闻》和“微耀州”

定点播报、“耀州宣传”抖音等 10余个官方

新媒体平台累计采编稿件138篇，推送949
条次，抖音“耀州战疫情”话题阅读量突破

百万。

一篇篇充满真情实感的主旋律新闻，

温暖着群众，感动着大家。耀州区 82岁的

拥军老妈妈赵秀梅，主动捐出了她和老伴

积攒三年的一万元钱慰问执勤人员；全国

道德模范张水珍和丈夫拿出卖苹果收入的

一万元钱，捐给了区红十字会；五联村残疾

女孩海浪从电视上看到防疫新闻后动情地

说：“虽然我家不富裕，我要也要献一点爱

心，只有人人奉献一点爱，社会大家庭才有

温暖”，她从自己做电商的微薄收入里拿出

500元钱捐给了区红十字会；照金北梁红军

小学的孩子们自发的给张凤艳阿姨写信，

表示要向张凤艳阿姨学习，长大后做勇于

担当、敢为人先、乐于奉献的新时代共产主

义接班人。 （张健 梁娟）

成都金沙院线放映员
积极参加抗击疫情行动

陕西耀州：疫情战场号声亮

对院线机关办公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陕西耀州区服务站站长党员郭耀鹏带领放映员协助村镇防控工作

鄠邑服务站送给娄敬路社区价值一千余元的食品、饮料、消毒用品等

宣传防控标语的武乡诸葛广场标准化固定银幕架

咸阳院线放映员深入城镇农村宣传普及防疫知识

本报讯 上海影视乐园与影视

行业和文旅行业的同行共同抵御

病毒，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积极促

进产业健康发展，努力保障行业顺

利运行。为此，上海影视乐园制定

六项措施：免除入驻园区影视业、

广告业、影视文化产业园、旅游配

套 餐 饮 单 位 2 月、3 月 租 金 。 对

2020 年承接的影视剧组给予结算

优惠：外景租赁享受 60%～80%折

扣；服装、道具、设备、武器享受

50% ～80% 折 扣 ；摄 影 棚 享 受

50%～80%折扣；向入园拍摄公益

宣传片的剧组给予免费开放，享受

优先选景待遇。对医务工作者（医

生、护士）凭有效证件，实行 2020 年

度免费入园政策。对本次疫情作

出贡献的松江区志愿者、医疗防护

材料生产企业等，由区、街道（镇）

管理部门开具证明，实行 2020 年度

免费入园政策。开园后，对 70 岁以

上老年游客提供园内游览观光车

免费服务。对持 2020 年度游园年

卡的游客，有效期顺延两个月。

上海影视乐园推出“共克时艰·共创未来”六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