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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电影的方式融合科学与艺术

中国（南充）科普微电影大赛
圆满落幕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9 月 18 日，数字

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172 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

影片 251 部。上周（9 月 12 日至 9
月 18 日）新增 18 部影片。

上周 31 个省区市的 170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605 部，总

计 35 万余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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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新宇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订购超

30000 场。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北京奔小康数字电影院

线回传放映卡次数相对较多，均

超 400 次；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回传放映场次相对较多，

达 18000 余场。

公益电影

助力各地文明城市创建

为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近日，甘肃

省兰州市、河南省濮阳市、湖南

省衡阳市均通过公益电影进社区

活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

工作。

兰州市安宁区 2020 年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沙井驿街道齿

轮厂社区顺利启动。今年安宁区

委宣传部以“公益电影+创城宣

传”形式，在居民群众观看电影

的同时，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向

居民发放“创文”宣传手册及倡

议书，并向社区居民细致地宣

传、讲解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

知识。据了解，在未来的 3 个多

月，将有 3 支公益电影放映队奔

赴全区 8 个街道 29 个放映点位，

为辖区群众送上“电影大餐”。

结合创建文明城市契机，濮阳

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精心组织，濮阳

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具体

实 施 开 展 了“ 文 明 龙 都 伴 我

行”——创建文明城市公益电影进

社区活动。该活动利用创建文明

城市短片宣传创建文明城市的意

义和作用、促进居民群众增强“文

明由我”、“创城由我”的意识，广泛

参与文明社区的创建活动，不断提

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

衡阳市开展的“公益电影进

社区 文明竞猜等你答”活动，将

文明新风吹到了居民家门口，点

燃了社区居民文明共建的热情。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居民分发

了文明创建宣传资料，并宣读了

《争做文明市民倡议书》、《中元

节文明祭祀倡议书》及《争当“衡

阳群众”倡议书》。电影开始后，

居民们认真观影，尽情享受着

“家门口”的文化大餐。大家纷

纷表示，活动既丰富了他们的文

化生活，又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

文明创建知识，希望社区能够经

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随着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不断深入，各地农村院线

积极有为、主动担当，把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宣传融入电影放映

中，通过“公益电影+”的形式，使

创文宣传覆盖广泛、深入人心，

激发当地群众参与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积极性，使得公益电影放

映成为各地文明创建中的一道靓

丽风景线。

农村公益电影

订购放映持续保持热度

截至目前，数字电影交易服务

平台已有 189 部城市票房过亿影

片可供订购。上周新添两部城市

票房过亿影片《捉妖记 2》和《沉默

的证人》。

故事片方面，《古田军号》、《中

国机长》、《攀登者》、《此时此刻·

2019 大阅兵》等片最受院线关注。

《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自登陆农

村市场以来共有 126 条院线订购，

累计超 60000 场。近两个月表现

尤为突出，共有百条院线订购超

30000 场，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

放映做好了准备。

截至目前，全国多个省区市的

农村电影院线选择了《民法典》宣

传片在正式影片放映前进行宣传，

累计近 50000场。

各地农村院线制定放映宣传

计划，有效利用公益电影放映覆盖

面广、直观、生动、易懂的特点，通

过放映《民法典》宣传片、悬挂宣传

横幅、村口大喇叭广播等方式，进

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宣传《民法典》。通过公益电

影放映让《民法典》走近农村老百

姓身边，走进老百姓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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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胶片到数字，随着时代的不断

进步，电影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

的一道大餐。9月 19日晚上，由四川

省微电影协会联盟主办，南充市电影

微电影协会、南充市嘉华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国（南充）科普

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在阆中古城举

行。据悉，本次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1258 件，经过激烈角逐后，最终有 65
部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大奖。

共设5个单元

1258件作品激烈角逐荣誉

科学与艺术，因为微电影而发生

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为将科普与影

视文化艺术有效结合，更好服务于科

普教育和科学技术推广，四川省微电

影协会联盟、南充市电影微电影协会

联合举办了此次大赛。”据大赛组委

会负责人、中国微电影会长联盟轮值

主席、南充市电影微电影协会会长何

朝礼介绍，本次大赛以“科创科普、两

翼齐飞，创新智慧、全民释放”为主

题，将科学技术的教育、传播、普及与

影视文艺相融合，以电影、微电影的

艺术形式来表现并进行传播，为优秀

科普微电影提供交流平台。

“大赛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便受

到了各界人士关注。”何朝礼告诉记

者，本次大赛前后历时近一年时间，

一经启动就吸引了全国各单位、各院

校、各地电影和微电影艺术工作者、

微电影爱好者踊跃参与。最终，本次

大赛共征集到参赛作品1258部，涌现

不少主题鲜明、真挚感人、视角独特、

耐人寻味的精彩作品。

据悉，本次大赛原本设有“大众

科普”、“院校科普”、“科普微剧本”、

“科普微视频”四个单元，其中，“大众

科普”单元设最佳影片1名、最佳纪录

片 1 名、优秀影片 10 名；“院校科普”

单元设最佳影片 1 名、优秀影片 10
名；“科普微剧本”单元设最佳剧本 1

名、优秀剧本5名；“科普微视频”单元

设最佳微视频 1 名，优秀微视频 15
名。此外，大赛还设有最佳导演、最

佳编剧、最佳摄影等单项荣誉。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

抗疫一线便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

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全社会所广为

传颂，用影视艺术手法再现这些先进

人物们的先进事迹，成为影视工作者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

因此，此次大赛增设了‘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特别单元。”据了解，本届科

普微电影大赛特别增设“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特别单元”，共征集到全国各

地报送的抗疫主题作品 300 余件，最

终评选出了“十佳影片”、“最佳纪录

片”和“最佳影片”。

“为营造全民科普及影视文化氛

围，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

学文化素质，我们仔细观看了每一部

参赛作品，经过层层评选，最终选出了

获奖作品。”据何朝礼介绍，本次参赛

作品质量很高，为了评选出优秀作品，

由一大批专家学者组成了专业评选团

队，耗费两个月，最终有65部参赛作品

脱颖而出，获得了此次大赛荣誉。

红毯星光璀璨

为历史名城搭起艺术之桥

嘉陵山水多秀色，阆苑大地迎嘉

宾。9月19日晚上，资深华人编剧、导

演曾皓文，知名文化学者、文化和旅

游部正局级退休干部徐世丕，中央电

视台《大风车》栏目组总导演刘丽娜，

中央新影国际传媒董事长总编辑、中

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兼

影视传媒委员会和文化旅游委员会

会长杨书华，电影制片人、约旦国际

电影节常任评委、金鸡百花电影节国

外影展影片推荐人、蒙特利尔国际电

影节短片选片人何钦等来自全国各

地的电影人齐聚古城阆中，用激情点

燃艺术的盛典之火，开启微电影寻

梦、追梦、圆梦之旅。

在表彰盛典现场揭晓了此次大

赛5个单元的获奖作品及个人。参赛

作品《开学》、《心意》、《暮春》等十部

影片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单

元“十佳影片”，《抗疫人的一天》获该

单元“最佳纪录片”，《逆行在路上》获

该单元“最佳影片”。《青春 STYLE》、

《壶之记忆》、《5G人生》等5部影片获

此次大赛剧本单元的优秀剧本，《黑

背鸥的春天》获该单元“最佳剧本”。

微视频单元的“十佳微视频”则被《涪

岸人家》、《铁血警魂》、《买爸爸》等10
部影片收入囊中，《阆苑仙境·世界古

城》获该单元的“最佳微视频”。《地球

脉动》、《气候与水》、《食物的自述》等

10部影片获科普微电影单元的“十佳

影片”，《科学小达人（第二季）》获该

单元的“最佳影片”。

一大批院校根植传统，守正创新，

积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微电影教学和

创作方法体系，积极带领学子们创作

了大量微电影作品，在此次大赛中也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据悉，《疫情下

的郑州》、《可乐的一天》、《疫情下的复

学》等10部影片一举击败了来自全国

各大院校报送的作品近300件，获院校

单元的“十佳影片”，《南充，你要好好

的》获该单元的“最佳作品”。除此之

外，在颁奖典礼现场还揭晓并颁发了

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

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荣誉。

“阆中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魅

力之城、活力之城……”阆中古城景

区管理局副局长宋海全在颁奖典礼

现场表示，阆中与影视有着不解之

缘，厚重的文化、清幽的古城、秀美的

山水冠绝一方，成为了各大剧组青睐

的“宠儿”。希望各位领导、各位艺术

家们常来阆中拍摄电影电视剧，把一

个光彩四放的古韵阆中、一个积淀深

厚的文化阆中、一个充满机遇的魅力

阆中、一个务实合作的开放阆中介绍

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助力阆中高

质量建设世界古城旅游目的地、争创

南充经济副中心。

源远流长嘉陵江，璀璨明珠南充

城。“南充相继建成了一批具有电影

文化元素的基础设施，组织拍摄了一

批艺术价值较高的电影短片，培养了

一批热爱电影创作的文艺工作者。”

何朝礼说，此首届中国（南充）科普微

电影大赛的举办，将为南充人民了解

全国开启了一扇文化之窗，为全国人

民认识南充架起了一座艺术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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