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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广西八桂同映电影院线
推进农村电影放映健康发展

本报讯 9 月 11 日，全国第二家、

河南省首家全影城 RealD Cinema——

郑州奥斯卡升龙国际影城正式亮

相。奥斯卡院线邀请媒体和资深影

迷，抢先体验了 RealD Cinema 的震撼

效果。

郑州奥斯卡升龙国际影城在已有

的 2 个 RealD Cinema 精品厅基础上，

再增加 6 个 RealD Cinema 精品厅，升

级后影城的 8 个影厅都将为郑州影迷

提供卓越一致的优质影音体验。

仪式现场，来宾们共同观看了迪

士尼最新 3D 视效大片《花木兰》，水

晶般通透、明亮、细致的画面令人赞

叹不已；加上全银幕无死角的一致性

画面，让每位观众仿佛与木兰共同置

身于那场抵御来自北方侵略者的战

斗中。现场更有部分幸运影迷在问

答环节中赢取了精美的《花木兰》电

影衍生品，助推活动气氛达到高潮。

（刘溪）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9 月 11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150 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

影片约 250部。上周（9月 5日至 9
月11日）新增1部影片。

上周 30 个省区市的 169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634部，总计

39万余场。14条院线订购超百部，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和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双

双超过 300 部；8 条院线订购超万

场，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订购

近20000场。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浙江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和保定市锦绣农

村数字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

次数相对较多，均超400次；山东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

放映场次相对较多，超21000场。

公益电影进校园

影视教育成为必修课

进入 9 月，全国除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采取线上开学外，其他省份

全部迎来线下开学。各地纷纷把

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

工作的重要内容，观看优秀影片成

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保障每

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

两次优秀影片。

在河南，舞钢市爱国主义电

影、科普电影进校园首映放映活动

在舞钢市二高操场拉开序幕。舞

钢市电影公司针对不同学龄段精

选了《百团大战》、《建军大业》、《一

路芬芳》、《我要上学》、《可可小爱

之安全防范》、《传染病为什么成了

现代热点》等一批具有时代性、思

想性、艺术性的爱国主义影片和科

普影片进行放映，极大丰富校园科

学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在甘肃，东乡县放映员携农村

公益电影走进了校园，为孩子们带

去欢乐和笑容。甘肃飞天院线放

映员表示，随着农村电影放映体制

机制的不断完善，农村老百姓和校

园里的学生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均

等化、标准化、社会化和便捷化的

公共电影节目和服务。

在陕西，潼关县电影传媒有限

公司、渭南新创院线公司潼关服务

站在四知学校开展“四进零距”公

益电影进校园活动，现场共吸引了

600 余名寄宿制学生和老师观看。

此次活动以消防安全为题材，先后

放映了《烈火英雄》、《交通安全小

故事》等影片。公益电影进校园专

场放映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寄

宿制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

了孩子们的情操，同时普及了交通

安全知识。

爱国主义影片获热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和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各地院线纷纷开展爱国

主义影片展映活动。

故事片方面，《东溪突击》、《解

放 终局营救》、《豁出去了》、《特警

队》、《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等影片

均位居订购排名前列。这些影片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

主义、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科教片方面，《扫黄打非警示

录》上周有 40余条院线订购，共计

约 12000 场，继续蝉联科教片冠

军。此外，《可可小爱之疾病预

防》、《可可小爱之安全防范》、《可

可小爱之中华美德》、《可可小爱之

知法懂法》、《可可小爱之爱护环

境》、《可可小爱之社会关爱》系列

影片也排名靠前，六部影片合计订

购近30000场。

截至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宣传片累计订购超 2000
场，通过这部宣传片的放映将有效

提高农村观众、社区居民群众的法

律意识，满足广大基层农村、社区

居民了解民法典的实际需求，营造

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宜宾映三江

院线总经理曾健表示，要把该宣传

片陆续分发到全市 150支放映队，

在全市城乡全面开启放映宣传活

动。后续将与宜宾市司法局合作，

对《民法典》内容分篇章侧重进行

宣传，并贯穿到整个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中去，为宜宾“公益电影+”增

添新形式、赋予新使命。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点

评》，欢迎各省区市电影管理部门、

农村院线、影片发行方将近期影片

订购情况、设备巡检运维工作、技

术服务培训工作等信息及照片发

给我们。《农村电影市场周点评》将

在《中国电影报》、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刊发，并

选出优秀稿件推荐主流权威媒体

刊发。投稿邮箱：dmccnews@dmcc.
org.cn，来稿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及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中国华南地

区西部，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

贵州、云南接壤，南濒北部湾、面向东

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下辖有 14 个

市 100 多个涉农县（市、区）、14359 个

行政村，全区年公益放映任务为 17 万

2308场。

广西八桂同映电影院线（以下简

称八桂院线）承担了 11 个市共 10348
个行政村的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占全

区放映总任务的 72.07%，近年年均放

映公益电影 12 万 4176 场。 2016 至

2019 年分别放映了 12 万 5603 场、12
万 5594 场、12 万 6334 场、13 万 8402
场，均超额完成放映任务，四年间累计

放映 51 万 5933 场，惠及当地观众约

5900万人次。

“十三五”期间，八桂院线在自治

区党委、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

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围绕中心、深化改

革、守正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在宣传科学理论和

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放映形式

“电影+”丰富多彩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公益电影放映工作，不断增加财

政投入，八桂院线各放映队坚持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根据群众

需求，不断扩展服务广度和深度，打造

电影“十进”品牌，即公益电影进农

村、进校园、进开发园区、进社区、进

广场、进公园、进军营、进警营、进企

业、进机关，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也呈

现了公益电影放映助力脱贫攻坚、文

化固边、文化赋能教育的重要职能。

针对不同群体的基层人民需求，八桂

院线开展了一系列“电影+”特色主题

放映活动。

“电影+传统文化”：院线在深入

基层调研时发现，村民每年春节前对

春联、福字等文化年货需求十分强

烈。为扩大公益电影放映的影响力、

传播力，增强现代影视和传统文化结

合对群众的吸引力，院线每年选择一

个条件艰苦的边远山区，举办“文化三

下乡”春节慰问放映兼送春联活动，把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与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群众对党和政府感谢的情感溢于言

表，“文化三下乡”已成为广西一张闪

亮的名片。

“电影+政策宣传片”：院线结合

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各项放映

活动前，放映交通安全进万村、乡村振

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脱贫攻坚、网

络安全、交通安全、扫黄打非、水污染

治理等专题短片，做好各项宣传工电

影+专题党课。制作经典电影“菜单”，

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供专场电影党

课，把公益电影放映和主题党日活动、

纪念建党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放映《血战湘江》、

《红星照耀中国》、《我和我的祖国》、

《港珠澳大桥》等影片，激发机关单位

党员干部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干事

创业，展现新时代的担当精神。

“电影+科技”：根据各乡镇、村屯

种植养殖特点和农民实际需求，加大

科教影片放映场次的同时，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地选择科教片，把实用的科

学知识送到基层、送到群众家。“十三

五”以来，先后为广大农村群众放映了

一大批科教影片，切实让农民学到脱

贫致富的真本领，发挥科教电影作为

“银幕上的教科书”的功能。

“电影+校园”：从让学生有电影

看、让学生看好电影、让学生看懂电影

三个方面出发，探索优秀爱国主义电

影与中小学影视教育有效结合，充分

发挥电影在树立正确意识形态方面的

独特作用，做到了意识形态从青少年

抓起，让青少年在光影世界中获取前

行的正能量。

“电影+文化固边”：中越边境的宁

明县爱店镇活跃着一支“爱民固边”放

映队，他们38年如一日地坚守，与当地

边防派出所、武警结成共建单位，通过

走村串寨播放电影，与当地农村群众

打成一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科学科技等知识，促进了边境地区

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落实党的惠

民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强化队伍建设

提升业务水平

“十三五”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

电影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对全区农村电

影技术骨干队伍的技能培训，八桂院

线积极主动配合组织好每年举办的全

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技术培训班和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会议。

2019 年以来，电影划归党委宣传

部门管理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高度重视对电影工作的管理，用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分 5期在南宁、玉

林、钦州、桂林、百色市对全区 1500 多

名农村电影管理人员和电影放映员进

行全员轮训，对农村电影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

一是开展政策法规学习培训。结

合农村电影工作实际，解读有关电影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将坚持依法

治国、坚定制度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贯穿到电影工作中。推动农村电影放

映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切实满足

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进行放映技术培训。委托八

桂院线公司下属广西农村电影放映设

备维修站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十三五”期间，八桂院线技术部培训

放映员约 2700 人次，其中培训了农村

电影青年技术骨干 100 多名，在全区

700 多支放映队伍中起到了引领作

用。

为规范放映流程，保证放映质量，

八桂院线出台了《数字电影流动放映

操作规程（试行）》。放映员深入农

村，及时了解、掌握农民群众的观影需

求，为他们提供合季节、合农时、合民

意、好理解的好影片，推动“选片下

沉”、“按需订片”，让观众真正看到自

己喜欢的优秀影片。同时院线要求订

购上映一年左右的新片占到总量的三

分之一，上映两三年的影片占三分之

一，并强调一次订购不能超过 3 个月

以上的放映场次。

集体培训和流程规范为农村电影

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明确了公益电

影放映发展方向，增强了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

放映员业务技能，保障农村电影公益

放映任务顺利完成。

加强设备维护

保障放映质量

为了保障放映质量，广西壮族自

治区电影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对农村数

字电影放映设备更新维护，定期对放

映设备中陈旧老化的设备进行更新。

2016年至 2019年间，共更新农村放映

设备 445套（台）。

在广西电影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八桂院线公司技术部于 2013 年成

立了“广西农村电影放映设备维修

站”，本着“小修不出院线，大修不出

省（区），缩短维修周期”，在开展日常

设备维护维修的基础上，机动灵活安

排技术人员上门服务。据统计，维修

站自成立以来，累计维修、保养设备约

3500 台次。维修站的建立，解决了原

有设备维修需邮寄到省外厂商而产生

的周期长、运费高等问题，确保全区农

村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的良好运行。

每年定期开展放映设备维护保养

巡检和督察，对违反设备保管、保养制

度的放映单位提出整改意见。维修站

还承担了全区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各项

业务培训及放映场次管理技术检查工

作，在提升放映员放映技能、规范化放

映等方面进行规范指导，促进了农村

数字电影放映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

此外，院线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管理条

例》、《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落

实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责任制，坚决执

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回执单制度

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公示制度，建立

和完善监督举报制度，确保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场次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

放，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杜绝数据

造假、虚报冒领现象。并结合全区农

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实际，使用“智能

手机+钉钉APP”作为互联网载体搭建

“广西农村电影放映监督管理平台”进

行监管，杜绝“请帮带”，确保放映质

量达标。

做好民族语电影放映

促进民族团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少数民族聚集

区，自治区内聚居着汉、壮、瑶、苗、

侗、京、回等民族，汉语方言有粤语、

西南官话（桂柳话）、客家语、平话、湘

语、闽语六种，壮语方言有北部方言和

南部方言，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苗语、

瑶语等。

为进一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让少数民族

群众“用母语”观影，自治区党委、政

府不断增加财政补助投入，将译制和

放映统筹规划，确保少数民族语译制

影片的供给量和放映量。

院线积极组织放映队到少数民族

聚居地开展适合当地的民族语译制片

公益放映活动，群众反响热烈，深受少

数民族群众的喜爱。2016—2019 年，

全区累计译制各类影片 339 部，其中

壮语故事片 158部、科教片 93部，苗语

故事片 30 部、科教片 15 部，侗语故事

片 21部、科教片 14部，保护性语种（三

大语种八个方言：百色壮语、东兰壮

语、靖西壮语、都安壮语、隆安壮语、

崇左壮语、三江侗语、融水苗语）故事

片 8 部。2017 年至 2019 年全区放映

民族语影片 83140场次。

“十三五”期间，八桂院线按照上

级部门的部署，围绕重大活动和重要

时间节点，加大对党和政府中心工作

的宣传，先后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等多个主题公益电影展

映。通过主题公益电影展映活动推动

更多优秀影片进基层、进农村，切实发

挥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扶贫、扶

智、扶志的独特作用。

八桂院线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

重要民心工程，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

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的重要途径。让广大人民群众看足电

影、看好电影，是摆在广大电影放映工

作者面前艰巨而崇高的任务。

（邓洪慧）

农
村
流
动
数
字
电
影
市
场
（2020
年9
月5
日
—9
月11
日
）
：

2 0 2 0

年
第3 7

周
农
村
电
影
市
场
点
评

河南首家全影城RealD Cinema亮相奥斯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