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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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数

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

影片超 4300 部，其中 2019 年以

来出品的影片 340 余部。上周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5 日）新增 9
部影片，包括 8 部故事片和 1 部

科教片。

上周共有 25 个省区市的 96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957
部，总计 6 万余场。有 2 条院线

订购影片过百部，分别为成都金

沙院线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

和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北京奔小康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

数最多，近 500 次；山东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

映场次最多，近 17000 场。

金鸡奖提名影片

《大闹天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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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天宫》

日前登陆农村电影市场。该片

是“京剧电影工程”前两批 20 部

中的唯一一部京剧武戏，被列入

第 二 批 京 剧 电 影 工 程 首 个 项

目。电影以著名戏曲剧作家翁

偶虹的文学剧本为基础，舞台的

流派和风格以京剧大师李少春

先生上世纪 50 年代《大闹天宫》

的舞台呈现为主要参考，把京剧

武戏的舞台魅力和电影的影视

表达手法结合在一起，塑造出更

有视觉冲击力的“美猴王”。

截至目前，第 33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戏曲片的 6 部提名

影片中已有 3 部登陆农村市场，

分别为《大闹天宫》、《东坡》和

《李慧娘》。

故事片订购方面，第 33 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夺

冠》成为上周最受关注影片，有

23 条院线订购共计 1640 场。部

分院线在积极订购的同时也尽

早安排了该片的放映。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 12 月 24 日向全

国农村院线传输此片，四川宜宾

映三江院线当天就在社区公益

电影放映点启动了放映。

科教片订购方面，《史话新

疆》系列短片订购量有所攀升，

其中《史话新疆·于阗佛地》上

周跻身订购榜单前十。该系列

短片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宣传部拍摄，呈现了自汉

代开始，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

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

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恢

弘史诗。

各地持续组织

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培训

近期，内蒙古乌兰察布、浙

江宁波等地先后组织开展公益

电影放映培训。

乌兰察布市银苑农村牧区

数字电影院线对全市 11 个旗县

市区 100 余名农村牧区公益电

影放映员和管理负责人进行巡

回现场培训。本次培训进一步

落实了标准化、规范化放映，完

善放映场次监督管理制度，做好

放映记录台账，推广监管技术运

用。为方便各地订片、读卡、授

权等工作，院线公司给各旗县市

区派发了读卡器，减少了中间环

节，提高了工作效率。

宁波市电影家协会和宁波

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主办的

2020 年度农村公益电影发行放

映 业 务 培 训 班 ，对 获 得

2019-2020 年度宁波市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 5 家先进集体、24 位先

进个人给予了表彰，同时部署了

2021 年农村公益电影发行放映

工作，强调要以建党 100 周年大

庆为契机，精心策划组织实施好

主题放映活动。

山东烟台召开全市农村公

益电影工作座谈会，集体学习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总结交

流 2020 年全市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经验，研究部署 2021 年

全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重点工

作。

此外，河北保定锦绣、涿州

东兴两条院线也召开会议，组织

工作人员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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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们为之奋

斗。被外界称之为“生命禁区”的西藏

自治区双湖县有一个由两人组成的电

影队，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他们是多吉

和嘎玛。

这世界即使不美好，依然值得我们

为之奋斗。双湖县地处羌塘无人区腹

地，占地面积 11.69万平方公里，这里平

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这里只有两个季

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年均气温在

零下10度左右，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零

下28度。前往各乡镇、各村的道路泥泞

难行、路程偏远、傍山险路。尽管条件

简陋、环境恶劣、设备单一，也没能阻挡

天边放映员前行的脚步，双湖县电影队

不但没有降低标准，反而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按时完成放映任务。

每个人内心都有万缕情丝，在遇到

令我们感动的事情时，情丝波动，内心

涟漪。感动有许多种，对一件事情的感

动，对一句话的感动，对一个微笑的感

动。2019年 3月份，电影队为了完成民

主改革60周年的放映任务，顶着刺骨的

寒风和漫天雪花，在前往措折强玛乡才

玛荣村放映点路上车子抛锚，在没有信

号、没有修理厂的无人区被动等待救援

整整 24个小时。等到县里的人前来救

援后，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受了多

大的委屈、也不是嚷着要回县里或者是

埋怨配备的车况，而是要求送到措折强

玛乡才玛荣村放映点，因为那里的群众

正在期待着如期而至的放映员。

2020 年对于全人类又是一次严峻

的考验，疫情肆意蔓延，西藏作为最后

的净土，依然没能幸免病毒的祸害。全

国人民在众志成城的防疫工作后陆续

复产复工，我们的电影队也开始了疫情

后的放映工作。今年 9 月 12 日电影队

抵达多玛乡拉加鲁玛村，放映的电影是

《战狼2》，电影开始不久，天空下起了蒙

蒙细雨，天气也开始逐渐变冷，观影群

众逐渐减少，到最后仍剩下两名青年依

然没有离去，也许是因为电影太过于好

看，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错过了今晚，

要等一个月后电影队才会到这个点

上。放映员没有因为雨天和观众只有

两个提前结束放映，而是为那两个最坚

强的观众放映到电影结束。

露天电影相关设备的拆装是何其

的困难与复杂，尤其在双湖县这样常年

吹大风的地方,放映员却一直坚持下来，

也许这就是守初心的真谛。电影队成

立至今，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太多，这些

电影队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刚开

始让我们感动，到后来让我们佩服，到最

后变成了感激。2017年至今，双湖县电

影队在各村共放映各类电影572场次，观

众人数达到33000多人次，极大地丰富了

广大牧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为构建和

谐美丽社会、提高牧民素质，推动双湖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放映员在这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

日的起早贪黑，顶刺骨寒风，到底是什

么让他们做到如此呢？提到这个问题

时我想到一句话：“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有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辛苦的，

除非有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空虚的，

除非有热望；所有的热望都是盲目的，

除非有爱”。是啊！正是基于爱，放映

员在这片羌塘土地上勤勤恳恳工作了

三年多，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西藏自治区双湖县委员会宣传部供稿）

“天边”的放映员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农村

公益电影发行放映工作，提升管理水

平，推动保定市农村公益电影市场高

质量发展，日前，河北省保定市东兴电

影院线公司举行专场宣讲活动。中共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侯燚，涿州市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姜显义，保定市东

兴院线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建勋，以

及东兴院线全体职工、各县（市、区）工

作站站长及优秀放映员 60 余人参加。

侯燚副介绍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他表示，

电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电

影放映是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形式，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也进入了一个由新理论、新

思想引导的新格局、新阶段。

会议指出，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和“十三五”规划三

个收官之年。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起到传播、宣传的积极

作用。院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高站

位、明确方向、部署全面、措施有力，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指明了方向、凝聚了力量。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深刻领会、准确把

握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全面

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要把学

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并与东兴院线

公司全年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将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确

保市委宣传部的各项决策部署在院线

公司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电影人在

政治上要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院

线公司作为奋战在一线的传播者，在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把党

的声音、党的思想、党的政策通过电影

的方式传播到基层人民群众的当中。

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林琳）

“小时候,村里有老人做寿，考学，娶

亲，一般会包场请邻居们看电影，当时，

文化贫瘠，载体很少，能看场电影真像

过年一样，热闹、喜庆。现在，年轻人大

都出去了，电影大多是老人小孩看，老

的找点回忆，小的，当然喜欢战争片和

动画片。”70后，遂川县巾石乡东坑村支

书郭相海回忆道。

同为 70 后的电影公司经理郭琳介

绍，如今农村放映，仍坚持每晚“3 个科

教片+1个故事片”的模式。之所以纪录

片的比重大，是因为如《红色圩场》、《厉

害了，我的国》、《红海行动》等故事片没

看到，还会去手机、电脑按片名找着看，

但搜纪录片的概率，则小很多。

“从一些科技电影中，能学到对制

种茶有利的东西。”受科教片熏陶，巾石

乡竹坪村贫困户吴连花从种到制，逐渐

成了行家里手，还买了茶机。

郭琳介绍，在农村，“送米送面，不

如送科教片”，不少乡亲通过看科技电

影，学会了一两门致富技术，这有它的

现实需求性。而在城区，因为大多数居

民没有田地，放映的片名，不能照搬农

村，要颇费一番思量，精挑细选，接地气

又有现实需求，配合党委政府推行当前

工作的影片，如《怎样防范诈骗》、《健康

你我他》、《用眼健康》、《农村环保与健

康》，很受观众喜欢。

一些老放映员如黄坑的钟隆辉、新

江的邹锦彪、衙前的刘腾芳、草林的谢九

玲回忆，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从胶片

放映机到数字放映机，从录像带到光碟

再到数码电影，放映员们用手中的放映

设备，有了鸟枪换炮质的飞跃。对比前

二三十年，交通工具，还是通行条件，也

变化很大，从肩挑手提，到自行车，再到

摩托车。但不变的是“坚持为观众放映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典电影，

点亮了城乡夜生活”的初心不变。

对于这些老前辈，郭琳很是敬佩和

心疼，他们要自己写海报，自己解决吃

饭问题，不通路的村落，要背着设备跋

山涉水，远的村落放映晚了还要借宿当

地老表家里；他们有的出过大小车祸，

落下债务和多处伤痕，甚至已过花甲之

年，却为了让农村电影“园地”不“荒

芜”，依旧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他们收入

微薄，“捧”出的是一颗对电影的热爱，

对文化事业坚守的赤诚之心，公司能做

的，就是及时发放他们的放映报酬。

“尽管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但许多

独居老人在家忙于带孙辈，并没有时间

看电视，我们放映的，大都是老人非常感

兴趣的电影，而且有些放映员还会操客

家话讲解，所以，每次放映还是会有很多

观众。”放映了近30年的谢九玲说。

近年来，遂川县按照市场运作、公

司经营、政府购买、农民受惠的发展思

路，以各行政村、农村中小学校为基点，

构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网络，让群众足

不出村看免费数字电影；推出“菜单式”

放映模式，观众可以用手机登录省欣荣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网站，现场点片。公

司想方设法放映百姓急需的特色种植

养殖、电子商务等实用技术科教片和一

些红色经典故事片，助力脱贫攻坚、助

力“双提升”，润心、惠民、富民。

郭琳介绍，为让基层及时欣赏到叫

好又叫座的影片，公司在各重大节假日

或有重大活动时，派出精干的红色轻骑

兵小分队，下村社，进学校，入警营，每

年重阳节，还送电影到敬老院慰问老

人。

2019 年，遂川电影公司放映电影

4988 场，观众 50.16 万人次，接近人均

0.8场，其中公益电影占比97%，今年，受

疫情影响，在确保防控前提下，公司也

尽全力，让老百姓的文化大餐“样式不

减，质量不降”。

“好电影可影响人一辈子。我从事

农村电影放映，就是受电影里党的好干

部们熏陶影响，扎根农村，为乡亲们送

精神食粮。”谢九玲说。

（作者单位：江西省欣荣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遂川县电影公司）

河北保定市东兴农村院线举行专场宣讲活动

一方白幕布 城乡送“食粮”
■文/刘祖刚 郭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