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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

前决定，授予342家基层文化单位“第

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

设先进集体”称号。辽宁康平县电影

公司位列 62 家单位荣膺基层电影服

务先进集体名单。

谈及经验，康平县电影公司负责

人介绍，电影公司共有15支农村放映

队和1支直属放映队。几年来，康平县

电影公司全面推行“群众点映、映前预

告、映中监测、映后反馈、全程监控”的

电影放映管理体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

上级确定的放映任务，2019年共完成

放映场次3456场，观众达到了35万多

人次，实现了每村全年放映12场电影

的目标，并做到了全年无安全事故，无

违规放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负责人介绍，电影公司在确保完

成放映任务的同时，在提高观影人数

上下功夫，一方面加强影片购置，一方

面搞好映前宣传。电影公司采取群

众、乡镇文化站、公司放映员共同研究

的方式定购影片。放映当天，放映员

会放音乐进行映前宣传，让群众在放

映机所储影片中挑选电影，根据大多

数群众的意见进行放映，由“放映式”

改为“点映式”。此外，电影公司充分

利用 5-9 月份的农闲时节，放映农民

喜闻乐见的影片。通过一系列措施，

当地的观影人数较之以前有了大幅提

升，深受群众欢迎。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年来，

辽宁康平县电影公司始终坚持服务基

层、服务农民的宗旨，取得了良好社会

效益，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嘉奖，1999
年 12 月和 2005 年 8 月被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授予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

进集体，2008 年 3 月被中宣部、文化

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授予

“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多次被评为“辽宁省服务农村服

务群众先进集体”和沈阳市“艺术惠民

双百万突出贡献单位”。

（杜思梦）

2020 年 11 月 26 日，第八届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表彰名单公布，山西省长治市银光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在荣获

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

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后，第八

届再度蝉联这一殊荣。长治银光院

线现拥有 176 支放映队，300 多名放

映员，承担着全市 3387个行政村、265
所寄宿制学校的公益电影放映任务，

2020 年放映公益电影 43029 场，他们

用赤诚奉献为基层的夜色添上一道闪

亮的银光。

他们把“公益”做细做实

近年来，长治市银光院线以“让农

民群众看好电影”为宗旨，扎扎实实把

基层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放到最重要的

位置，做实做细、做到最好。

农村基层放映、观影条件简陋，

是基层文化服务的短板。为尽快补

齐这一短板，长治银光院线在市委、

市政府和省、市电影主管部门的支

持下，在长治市长子、沁源、屯留和

平顺四个县，建成了山西省首批农

村公益乡镇影院。平顺县三里湾村

乡镇影剧院，是山西省首家乡镇 3D
影院，影院的建成不但迈出了探索

“公益＋商业”放映模式的步子，而

且让群众从露天看电影转向室内看

电影，从站着看变为坐着看，从季节

受限变为一年四季能看，从只能夜

晚看变为白天也能看。

长治银光院线把社会效益放在放

映工作的首位。每年在全市 265所农

村寄宿学校公益放映 2385场；积极寻

求财政支持，启动了长治市社区公益

电影放映行动，“十三五”期间在主城

区 55 个社区放映 2640 场，观众达

164.32 万人次；在社区、广场、福利

院、敬老院等场所进行“我和我的祖

国”、“同心迎小康 奋进新时代”等

主题放映活动；组织文艺轻骑兵电

影小分队开展“精准扶贫 电影助

力”主题放映活动，广泛传播了致富光

荣的正向能量。

他们把“创新”用好用活

长治银光院线依托实践，不断探

索工作方法、经营方式的创新，推动电

影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利用农村电影市场受众多、覆盖

广的优势，拓展映前贴片广告放映，宣

传长治旅游、消防安全、交通法规等生

产生活知识；先后与中德管业、长治银

行、清华机械厂等合作，进行商业放映

3200场。

结合农村基层群众的文化产品需

求，积极开拓电影拍摄和发行业务，

2016年拍摄发行戏曲电影《母亲》，用

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了老

百姓自己的故事，弘扬正能量，已在节

目平台发行17万2752场，荣获山西省

优秀故事片奖、山西省第十二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9年拍

摄发行科教片《广场舞有益健康》，订

购量已达 62245 场，连续四周占据全

国科教片订购榜首，丰富了群众文化

产品供给。

放映、经营形式的多样化，实现了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同时增

强了农村电影事业的自身造血功能，

收益用于升级放映设备、购买放映车

辆、改善放映队伍工作条件等，有效反

哺了公益放映事业。

他们把“管理”抓紧抓严

长期以来，长治银光院线坚持以

党建工作为引领，以制度建设和队伍

建设为抓手，淬炼出一支党性强、素质

高的放映队伍，打造了基层文化服务

的“银光”品牌。党员放映小分队、党

员示范岗，积极承担、完成边远乡村、

艰苦条件下的放映任务。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过程中，分布在各个乡镇的公

益放映员在党员带动下担任防控宣传

员，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

长治银光院线立足实际制定实

行 23 项放映管理制度，对放映员着

装、放映场地选择、银幕悬挂、电线接

入、工作用语等进行了全方位、全环

节、全流程的规范，实现了标准化放

映。成立了由农民代表、学生代表、

工作站站长和院线工作人员共同组

成的影片订购选购小组，从选片源头

开始最大限度满足观众需求。组建

微信实时监管群，配合 GPRS 数据回

传、GPS 定位、回执单等方法全方位、

多层次对放映过程进行跟踪监管，保

证了放映场次和质量，放映故障率由

原来的 5%下降为 1%。编印《农村电

影放映员技术、技能培训教材》、《长

治市农村公益电影复工复映防疫指

南》，举办放映员技能竞赛，疫情期间

在全国电影系统中首家对工作站长、

财务人员、放映员进行微信直播岗前

培训及线上考试，经常性组织电影技

术员参加国家级培训交流，多名技术

骨干受邀参加全国设备巡检及技术

指导，通过培训交流提高基层服务水

平，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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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编辑部统计，截至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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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余部。上周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4 日）新增 8
部故事片。

上 周 共 有 27 个 省 区 市 的

129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966 部，总计 6 万余场。有 3 条

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其中江

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订购最

多。

上海东方永乐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

数最多，超过 900 次；江西欣荣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

放映场次最多，超过 25000 场。

“精准扶贫”题材影片《耿二

驴那些事儿》登陆农村市场

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上

周上新一部“精准扶贫”题材电

影《耿二驴那些事儿》，影片讲

述了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耿二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力主通过

发展养驴产业，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的故事。这是一部具有浓

郁生活气息和乡土文化特质的

影片，塑造了“耿二”这样一个

饱满、典型的新时代农民形象，

同时用喜剧的形式诠释精准扶

贫的意义，让观众在轻松的观

影中，对如何打赢“脱贫攻坚”

战进行深入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主演为

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巩汉林，

他主演的乡村主题影片《幸福

俏冤家》和基层治理题材影片

《小巷管家》都是近两年来农村

电影市场上的热门影片。此次

《耿二驴那些事儿》的推出，为

喜爱巩汉林表演风格以及相关

题材电影的观众们提供了一个

新选择。

故事片订购方面，上周《蔡

李佛 -极限拳速》、《叶问 4：完

结篇》、《功夫小镇》、《醉侠苏

乞儿》等一批表现中国武术主

题的动作电影获热订，其中《蔡

李佛 -极限拳速》、《叶问 4：完

结篇》两部影片均讲述了中国

武学的美德在国际社会如何得

到发扬和传承，具有一定现实

意义。

科教片订购方面，上周《错

误饮酒的危害》、《低盐饮食保

健康》、《牙齿与健康》等多部指

导人们健康生活内容的影片受

关注度较高。

多地组织开展放映培训和

设备更新升级工作

临近年底，各地在陆续完

成年度放映工作的同时，开始

组织放映培训和放映设备更新

等工作。

来自江苏省苏州市 60 多支

公益电影放映队和各区市的电

影主管负责人齐聚太仓，参加

2020 年度苏州市公益电影放映

队技术与管理培训班。培训班

实操部分进行了标准化银幕搭

建及设备使用比赛，来自全市

的放映员们参加角逐。

安徽省合肥市 2020 年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管理与技术培训

会（第十期）在肥西县召开，邀

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就 2020 年

度全市公益电影标准化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培训

期间还对全市农村电影放映员

进行资格年检，针对不符合放

映 标 准 的 放 映 员 提 出 整 改 意

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为全区农村电影放映单位采

购了 400 多套放映设备，于近

日分发到 14 个地市。放映设

备更新升级后，广西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设备老旧、声光质量

下降的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积

极推动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

转型升级。

此外，新疆地区利用现有

村 镇 文 化 室 大 力 推 进 冬 季 放

映，不断丰富当地农牧民农闲

时节文化生活，上周喀什地区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订购了公益

影片 7000 余场，阿克苏地区农

村数字电影管理办公室、塔城

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单位

也订购了影片千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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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康平推广“点映式”引燃农村观影热

长治，有道闪亮的银光
——记山西省长治市银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文/吉涛

辽宁康平农村放映

“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
专栏

放映员周跃武在武乡县太行八路军纪念馆广场放映现场 三里湾影剧院公益电影室内放映厅

轻骑兵电影小分队“精准扶贫 电影助力” 地震局专场电影放映现场放映员“变身”疫情防控宣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