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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
专栏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

统计，截至 12 月 11 日，电影数字节目

交易平台可供订购影片近 4300 部，其

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330 余部。

上周（12 月 5 日至 12 月 11 日）新增 15
部影片，包括 11 部故事片和 4 部科

教片。

上周共有 25 个省区市的 99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863部，总计 5万

余场。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表现

较为突出，订购影片部数最多，同时回

传放映卡次数以及回传放映场次也

最多。

2020年农村公益放映

业务培训班在线举办

12月 10日至 11日，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组织召开了 2020年农村公益

放映业务培训班。本次培训班通过互

联网线上方式举办，全国共设置 298个

培训会议终端，来自各省区市电影主

管部门和农村电影院线的 600 余名管

理人员、技术员和放映员参加了培

训班。

本次线上培训把深入学习贯彻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中心内容，同

时进行了多个专题课程培训。从学员

反馈来看，大家高度赞同线上培训模

式，一致认为这是新时代网络发展与

疫情防控要求的必然选择，开放式的

学习模式，不受学习场所与地域限制，

受益匪浅。

开班前，全体参会学员在线参加

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2.0 版上线

启动仪式。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2.0 版是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通过

技术平台实现公共服务“百姓点单”工

程的重要举措，该版本可实现方便、快

捷、精准的订购交易放映等服务，贯通

“群众点单”、“院线派单”、“放映队接

单”、“观众评单”工作模式，将有效提

升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服务的质量和

水平。

院线方面，广州广阔天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上周订购了 150
余部，共计 2 万余场，为即将开展的

“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主题放映活动

做好了充足的供片准备，届时将在广

东省 21 个地级市 121 个县的农村、社

区放映一系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展现时代楷模、乡村建设、脱贫攻

坚、科教兴农的优秀国产影片。

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影片

《李慧娘》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

片提名影片《李慧娘》登陆农村电影市

场。这部越剧电影改编自同名舞台剧，

讲述了南宋末期，元兵南下，国难之时，

奸相贾似道仍携李慧娘等游湖玩乐，少

年书生裴舜卿拦船痛斥，李慧娘赞他

“美哉少年”，惨被贾似道杀害。悲愤满

腔的李慧娘死而不屈，得判官允许重返

人间，放走被贾似道所囚的裴舜卿，火

烧半闲堂，谱写一曲“撼天地，为民疾”

的伟大女性的颂歌。此外，同为本届金

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的黄梅戏电影《东

坡》也在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上可供

订购。

新片方面，“可可小爱”系列科教片

再添 4 个公益主题故事，分别为《可可

小爱之国富民强》、《可可小爱之生活素

养》、《可可小爱之爱岗敬业及维权意

识》、《可可小爱之公共意识》。该系列

科教片以动画短片的形式寓教于乐地

展现了疾病防控、人文关怀、文明礼仪、

少儿品德培育、安全教育等主题内容，

自今年登陆农村电影市场后就受到广

泛关注，订购热度一直不减，截至目前

有 10 部影片可供订购，订购共计超 55
万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脱贫攻坚题材影

片《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脱颖而出，

此前一直排在百余名之列，上周跻身前

二十名。影片主要讲述了村党支部书

记郭大河多年来一直坚守奋战在脱贫

一线，女儿郭小河大学毕业后带着先进

思想、先进理念毅然回到农村，父女二

人在脱贫攻坚道路上并肩作战、勇往直

前的故事。科教片订购方面，同样也是

脱贫题材影片较受关注，如《精准扶贫

进行时》、《生态农业 致富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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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救援》

倾覆沉没的钻井平台，顺流直冲的

运油车头，直坠入海的满载客机。交通

海上应急反应特勤队队长高谦、机长方

宇凌和绞车手赵呈一次次带领队伍第

一时间抵达，站在水火咆哮的最前面，

守在危急撤离的最后面，用生命对抗天

灾人祸。

上映日期：12月18日

类型：动作/灾难

导演：林超贤

编剧：林超贤

主演：彭于晏/王彦霖/辛芷蕾/蓝盈莹

出品方：人民交通出版社/中视时

尚/英皇影业/腾讯影业/博纳影视/高德

云图科技/猫眼微影

发行方：猫眼微影

《外来书记》

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王晓东选派

到青石沟村后，带领村民修建村部、打

开农特产品销路、兴办农产品加工车

间，帮助青石沟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

道路的故事。

上映日期：12月18日

类型：剧情

导演：孙晋

主演：邢杰/徐成林/李海/黄晓娟

出品方：畅艺文化

发行方：全盛世纪

《南拳之英雄崛起》

取自南拳大师刘阿梅的真实人生

经历，讲述了一代南拳大师刘阿梅铲奸

除恶、行侠仗义、匡扶正义的真实故事。

上映日期：12月14日

类型：剧情/动作

导演：吴俊贤

编剧：陈涛/刘欢

主演：陈浩民/王婉中/戚云鹏

出品方：小象影视

发行方：众合千澄

《神奇女侠1984》（美）

神奇女侠戴安娜在华盛顿的自然

历史博物馆过着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

然而在阻止了一场看似平常的劫案后，

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强大的

神力诱惑下，两位全新劲敌悄然出现，

一场惊天大战在所难免。

上映日期：12月18日

类型：动作/奇幻/冒险

导演：派蒂·杰森斯

编剧：戴夫·卡拉汉姆/派蒂·杰金

斯/乔夫·琼斯

主演：盖尔·加朵/克里斯·派恩/康

妮·尼尔森/罗宾·怀特

出品方：华纳兄弟

发行方：中影/华夏

新疆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深入贯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

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重要部署,巩固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为广大农

牧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普及科技文化知识，提

高农牧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

质,深受新疆各族农牧民群众的喜欢，

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

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提高政治站位树立政治责任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

移、共建共享的方针，增强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满足广大农

牧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高质量完成

文化惠民工程创造有利条件，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心聚

力。全疆 14 个地、州（市）94 个县、市

（区）8590 个行政村，年放映任务 10 万

3080场，年放映达到近12万场，累计观

众人次近 2000 万人次，均超额完成放

映指标。

开展多种形式的放映活动

全疆农村电影放映小分队认真落

实中宣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安排部

署，在全疆各地全面铺开、如火如荼开

展主题放映活动。强化基础性工作，唱

响新时代主旋律，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

的宗旨，成立“帐篷电影放映服务队”，

电影放映到哪里，就把帐篷扎营在哪

里。深入农林牧场，以“菜单式”的放映

活动，让牧民自己挑选喜爱的影片，满

足了各族群众的观影需求。把电影送

到了“最远一个村”“最远一家人”，为农

民工建立“和谐星光电影广场”；为牧民

定居点建立“和谐家园电影广场”；为务

工人员建立“民族团结电影广场”。冬

季开展文化暖冬“送电影下乡”活动，把

电影送到偏远农牧区，进“冬窝子”，加

大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普及面，大幅度

提升了农村电影放映的社会认知度。

昌吉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成立

了公益电影放映小分队，使用昌吉州统

一的小分队旗帜及主题放映横幅，放映

队走到哪里旗帜就飘扬到哪里，奔赴各

乡（镇）行政村、敬老院、武警部队等地，

依托“国语夜校”“民族团结一家亲”“村

支部党日”等活动，放映了一批爱国主

义、民族团结、脱贫攻坚的优秀国产影

片，同步放映国语、民语影片，为少数民

族群众营造学习国语环境，推动全民学

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程，做好新时代

的文化宣传员。今年，在庙儿沟乡和谐

二村正式挂牌数字红色影院，村民们和

亲戚们共同观看了电影《远去的牧歌》，

影片结束后大家争相在影院前“我与亲

戚同框观影”的展板前合影留念，要把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情谊定格在方寸之

间。

结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开展爱国主义影片进入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生思政课堂，进到大学校园，弘

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讲好新

时代中国故事。在全疆广泛放映《史话

新疆》，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新疆

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

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群众牢

固树立正确的“五观”，增强“五个认

同”。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管理效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拓

宽影片选片范围，让大片、新片及时走

进农牧民家门口，彻底解决片源更新问

题。尝试农村电影与县融媒体中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有机结合，拓展农

村电影放映技术，扩大覆盖范围和业务

服务内容。全面普及电影网络技术应

用，采取“互联网+云盘传输+手机APP
选片”加二级授权站的技术手段打造农

村公益电影的新体系。运用农村电影

放映监管平台，构建可管可控的新疆农

村电影市场。

多措并举提升观影环境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形成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机制,建立

村级公益电影院,彻底改善了村民的观

影环境，让最基层的农牧民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到城市影院的观影条件，提供更

加舒适的观影服务，切实提升了广大农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体现。

新疆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服务中心：

扎根基层服务农民
提升公益放映质量

◎ 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