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4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林琳林琳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农村·综合 11

全国

农
村
流
动
数
字
电
影
市
场
（2020
年9
月26
日
—10
月8
日
）
：

2 0 2 0

年
中
秋
、国
庆
两
周
农
村
电
影
市
场
点
评

决战决胜全面小康 光影闪耀丰收中国

第三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盛大开幕

本报讯 日前，CCTV-6 电影频道

播出的公益纪实类节目《温暖有光

放映队》先后走进湖北荆州和福建

省漳州。

《温暖有光放映队》

光影致敬平凡英雄

在湖北荆州，参演电影《人在囧

途》十年之后的王宝强，在鱼米之乡

丰饶秀美的山水间见证了一段囧途

变通途的温暖旅程。为给接连经历

疫情与洪灾考验的湖北荆州人民送

去光影温暖，“温暖有光放映队”代

理队长王宝强和队员王祖蓝、杨威

开启公安县麻豪口镇裕华村之旅。

尽管旅途一波“四”折，放映队员们

还是在大坝守护者、致富带头人、抗

疫志愿者等平凡英雄的帮助下如愿

完成任务。

走错路线、汽车故障、体温检测

异常、放映设备破损……半天不到

的行程，“温暖有光放映队”竟接连

遭遇四大“囧”。

误入荆江分洪进洪闸，“温暖有

光放映队”却收获着是日最大的感

动。从这里守护大坝的“小红帽”口

中，放映队员们得知公安县人民不

久前经历了 20 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

侵袭，而为减缓江汉平原和武汉的

防汛压力，做出分洪选择的他们忍

痛牺牲了苦心建设的农田及家园。

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放映

队员、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体操

全能金牌得主杨威对于老乡们经受

及放弃的一切深有感触。“他们每一

年都有做好迎接洪水的心理准备。”

高温天气下奔波，放映队员们

在体温临检站点意外遭遇“发热警

报”。好在经验丰富的体温检测志

愿者谭树兵及时为三人解除恐慌，

而他的本职身份却是湖北体彩荆州

分中心工作人员。

早在疫情期间，小谭就在家人

支持下加入抗疫志愿者行列，在医

院发热门诊这一当时的高危场所内

为挽救同胞的生命贡献力量。“那个

时候总要有人站出来，作为体彩人

这点担当还是有的。”

据了解，当时还有更多体彩从

业者投身社区志愿活动。与此同

时，武汉 13 处方舱医院中的 6 家，都

是由体彩公益金资助建设维护的体

育场馆所改建。针对新冠肺炎患者

的医疗救助基金，其背后也有体彩

公益金的默默支持。

在多方助力下终于成功点亮露

天光影的王宝强，望着电影《少林

寺》的试映片段时不禁眼泛泪花。

正是在这部电影的激励帮助下，他

的电影梦有了实现的起点。

《温暖有光放映队》

探寻女排精神

已在浙江安吉余村带队领略美

丽乡村的姜宏波，日前率领放映队

员胡兵、聂远、徐娇走进中国女排新

老训练场馆及漳州街头巷尾，近距

离探秘中国女排精神的起点。

“这，真的就是中国女排训练的

地方吗？”

初入福建省漳州体育训练基地

门庭，望着第一眼看去颇有年代感

的朴素建筑群，放映队员胡兵几乎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女排在

我心中是‘神’的存在，我一直认为

她们是在一个巨大的豪华训练场馆

里练球。”然而，正是这间外表毫不

起眼的训练馆，承载着中国女排最

初震惊世界的“五连冠”辉煌历史。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更为安

全、先进的场地设施及更加科学的

竞技运动理念被引入中国女排的日

常训练之中。为保留中国女排精神

的起点，体彩公益金投资 1.4 亿元用

于翻新老馆，同时也将其开放给漳

州市民，为全民健身带来实在便

利。而 2004 年建成的中国女排训练

馆也在不断添置现代化的设施，

2019 年由体彩公益金捐资建起的 15
层中国女排公寓更通过《温暖有光

放映队》节目首度对公众亮相，以高

科技、多功能、人性化的配备为女排

健儿解除后顾之忧。

“我们漳州人，对女排有娘家人

的情怀。”据闽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罗如岗介绍，在 1992 年中国女排腾

飞纪念馆的建立过程中，其中 420 万

元的建设资金就由当年漳州 420 万

人口每人捐献的一元钱汇集而来。

一路探寻，一路感动。最终，放

映队员们选择了最能体现中国女排

精神、更能透过普通人视角彰显中

国人精神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夜幕降临，影片中与院线电影同样

名为《夺冠》的篇章中，正记录着

1984 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夺金

的激动一刻。

（林琳）

本报讯 国庆前夕，奥斯卡院线

旗下最新直营影城——郑州奥斯卡

航海路店尼斯店起航迎客。这是奥

斯卡院线重装打造的首家太空主题

沉浸式嗨玩观影地，坐落于郑州市经

济开发区，营业面积 3500 余平方米，

特设 7 个星球厅、1300 个坐席，以“未

来+”独特设计理念，打造沉浸式太空

舱影院氛围，是郑州率先兼备全 4K

激光放映、双“终极银幕”和 THX 认

证影厅的影城。此外，影城还拥有奥

斯卡院线首个“0 号拷贝影厅”以及

22 米超宽“终极巨幕”影厅。

在这座“空间站”里，观众一进

门就会收到来自“领航员”的问候，

穿过太空舱通道时，还可以跟宇航

员愉快合影。在 1.8 米超宽排距的

特色影厅中，特别配备了电动座椅，

带来符合人体工学的舒适体验。

国庆期间，奥斯卡航海路丹尼

斯影城凭借出色的观影效果、丰富

多彩的会员活动、优质体贴的服务

态度，收获了消费者的认可，票房成

绩和观影人次在郑州地区的排名稳

步提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业绩“开

门红”。

（影子）

本报讯 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弘

扬红色文化，唱响时代主旋律，营造和

谐温馨的节日气氛，河北保定市东兴

电影院线公司在保障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任务的同时和保定市文联、保定市

影视家协会共同举办了迎“双节”公益

电影进社区、进广场放映活动。

此次活动从 9月 28日起至 10月 8
日，精选了《我和我的祖国》、《2019 大

阅兵》、《古田军号》、《中国机长》、《红

海行动》等一系列精彩影片，深受广大

观众的一致好评，烘托了节日气氛。

活动历时10天，共放映电影20场。

另外，根据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关于 2020 年国庆期间

组织开展“学时代法典 庆盛世华章”万

场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的通知》要

求，保定市东兴电影院线公司还在全

市所辖县、市、区的广大农村、社区、广

场、学校、军营、敬老院、工地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公益放映活动，

订购《民法典》宣传片14500场。

活动统一放映公益宣传短片《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纪录片《此时

此刻·2019 大阅兵》、故事片《战士》、

《先遣连》、科教片《可可小爱之知法懂

法》等，以“公益电影+民法典”的形式

开展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

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林琳）

河北保定东兴院线“双节”开展公益放映

奥斯卡院线国庆前夕再添新成员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10 月 9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200 余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260 余部。9 月 26 日至 10
月 9 日新增 4 部影片，全部为故

事片。

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 172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588 部，总

计将近 30 万场。7 条院线订购超

百部，其中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超过 400 部；6 条

院线订购超万场，其中江苏新希

望 农 村 数 字 院 线 订 购 约 20000
场。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最多，

超过 800 次；山东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

多，超过 28000 场。

主旋律题材电影

成为订片首选

近期，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组织开展“学时代法典 庆盛世

华章”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约

有 50 条院线累计订购了 23000 余

场《此时此刻·2019 大阅兵》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片。

之外，《攀登者》、《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机长》等主旋律题材故

事片也成为节日期间的订购、放

映热门。

此次中秋、国庆是新冠疫情

后的首次长假，人们出游、聚餐需

求旺盛，不少院线有针对性地订

购了《错误饮酒的危害》、《家庭常

用急救知识与方法》、《公共娱乐

场所火灾预防》等健康安全题材

科教片，以电影这种寓教于乐的

方式为大家提供假日安全指南。

新片方面，戏曲电影《倒水

湾》可做关注。该片根据同名现

代秦腔戏改编，取材于甘肃省庆

阳市一个单位驻村帮扶脱贫的工

作日志，讲述了倒水湾村在驻村

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办起了酒

厂使全村群众脱贫走出产业扶贫

新路子的故事。秦腔，别称“梆子

腔”，是中国西北地区传统戏剧，

其朴实、豪放的表演技艺充满着

浓厚生活气息，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截至目前，交易平台有《窦

娥冤》、《赵氏孤儿》等 6 部秦腔电

影可供订购，其中《倒水湾》为首

部 以 精 准 脱 贫 为 题 材 的 秦 腔

电影。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喜庆双节

长假期间，全国各地农村电

影院线和公益电影人抓住人气

旺、天气好的时机，积极投入到节

日电影放映工作中。

广西贺州、贵州贵阳、山东利

津、重庆、四川广安和雅安等地相

继举办“学时代法典 庆盛世华

章”万场农村电影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深入农村基层、城镇社区广

场、大中小学校等场所放映公益

宣传短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纪录影片《此时此刻·2019 大

阅兵》以及其他优秀国产电影，以

此增强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

四川凉山、河北唐山、安徽凤

阳、陕西铜川等地也积极开展红

色电影主题放映活动，挑选了《英

雄儿女》、《平原枪声》、《烈火金

刚》、《我和我的祖国》等不同时期

的主旋律影片进行放映，既让市

民重温经典，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又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

了 长 假 期 间 的 市 民 文 化 娱 乐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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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雪莹）

本报讯 10 月 10 日，2020 中国农

民丰收节第三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系

列活动，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

拉开帷幕，众多嘉宾、文艺界代表和

当地农民欢聚一堂，以光影之名庆

祝丰收盛况，充分展现新时代、新农

村、新农民的精神面貌。

本届中国农民电影节恰逢脱贫

攻坚和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收官，活动主题为“脱贫攻

坚 全面小康 乡村振兴 光影如行”。

本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系列活动丰富

多彩，包括开幕晚会、农村电影公益

展映、乡村及科普题材影视作品论

坛、采风、摄影大赛等系列活动。本

届电影节的亮点之一是，在河南省

汝南县设立开幕晚会主会场，在江

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吉林省四平市

梨树县、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设分会

场，通过外拍片等方式形成线上线下

互动，让现场观众既能看到全国各地

庆祝丰收的场景，又能欣赏到风格各

异、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表演。

致敬农民 致敬时代

致敬电影 致敬英雄

电影节开幕仪式在宿鸭湖畔丰

收广场举行。开幕仪式由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天

金主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河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戴柏

华等受邀出席。中共驻马店市委书

记陈星、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

丕民致辞，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

化司副司长刘涵宣布第三届中国农

民电影节开幕。

第三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开幕式

晚会分为四个篇章，分别是《致敬农

民》、《致敬时代》、《致敬电影》、《致

敬英雄》，这四个篇章体现了中国农

民电影节的理念：以农民为主体，以

英雄为榜样，以电影为媒介，做新时

代的建设者与传播者。

第三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的最大

亮点之一是首次开展了“新时代 新

农民 新影像”影视作品推介活动，联

手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中宣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影新农

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快手短

视频等机构，遴选出“最贴近现代农

业的科教片”，“最适合农民观看的

纪录片”，“最适合农民观看的故事

片”，“最受欢迎农民原创短视频”。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获得“中国农

民电影节特别推介影片”。

晚会最后一轮压轴的荣誉授予

环节中，岳红、刘劲、汪荃珍、孔琳、

王茜华、王丽云、刘小锋、于朦胧、郭

亚菲等嘉宾被授予“中国农民电影

推广大使”称号。

“公益展映月”

邀请农民观众看电影

10 月 11 日，第三届中国农民电

影节“公益展映月”活动在汝南县宿鸭

湖丰收广场正式启动，当地百姓免费

观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影片《绿

色长城》、《大戏记忆》、《十八洞村》等

优秀农村题材影视作品，人民网还开

设了“云上影院”，播映电影节推介的

影片。据组委会介绍，本届中国农民

电影节通过独有片源、免费观影、展

映周等多种电影节活动，积极推动用

地方特色文化旅游产品作为礼物送

给优秀影视工作者和外国驻华使节，

给主办地留下电影节的文化标识，同

时打造可移动的农村汽车影院，丰富

农民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盘活城镇广场资源，拉动地方文旅产

业发展，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

《温暖有光放映队》走进荆州、漳州

致敬平凡英雄 探寻女排精神

“人民英雄”张定宇为汝南县“抗疫”优秀医护人员和脱贫攻坚典型颁发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