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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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 日，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可供订购

影片近 4200 部，其中 2019 年以来

出品的影片 340 余部。上周（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新增 13 部影片，包括 12 部故事片

和 1 部纪录片。

上周共有 23 个省区市的 59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555
部，总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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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八桂同映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最多，超

300 次，同时回传放映场次也最

多，达 21000 余场。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2.0版正式上线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农

村电影工作要求，推动农村公益

电影交易服务提质增效，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组织开发的电

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2.0 版（电

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登陆网址：

https://www.dfcc.org.cn）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是基

于现有的交易服务系统进行升

级的。升级后平台面向所有对

象开放，立体化展示农村公益电

影平台发行的影片，重点推出热

点影片、最新影片、过亿影片、专

题影片等，并对全国所有公益院

线的放映计划进行公示。交易

平台升级旨在为放映队用户提

供更加符合用户使用习惯、更为

高效、便捷、安全的影片交易服

务平台。放映队用户登录后可

以 体 验 到 更 为 多 元 的 选 片 途

径。在传统影片检索模式的基

础上，通过热点影片、最新影片、

过亿影片等推荐方式，用户可以

快速地找到所需影片。并且，为

积极配合主题主线宣传要求，平

台重点推出了专题影片栏目，以

引导全国院线及放映队广泛开

展主题放映活动，提供相关放映

活动的片源参考。在丰富的选

片、订片、电子支付功能的基础

上，增加了在线制定放映计划的

功能，加强映前宣传力度，为农

村观众放好电影，增强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

《夺冠》摘周排行榜桂冠

上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网站推出《“欢度新年 阖家欢乐”公

益影片推荐专题》。专题精选了

《夺冠》、《不是闹着玩的 3》、《家有

婆媳》等 15 部类型丰富、题材多样

适合节假日期间放映的影片供农

村院线、放映员、观众参考和选择，

让更多优秀国产电影走到农村观

众身边，在全国基层农村社区唱响

喜迎建党百年、礼赞盛世华章的昂

扬旋律，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

的节日氛围。专题联系采访了部

分基层放映员和观众，推出了“一

线声音”栏目。

故事片订购方面，《夺冠》上周

成功登顶，有 15 条院线订购共计

2357场，《打过长江去》以1837场居

次，《东溪突击》以1670场次夺得季

军。科教片方面，《电瓶车安全小

故事》和《八段锦宣传小故事》排名

靠前，得到较多院线关注。

新片方面，两部美食喜剧片

《北海食神》和《食神归来》值得关

注。《北海食神》尝试以“喜剧+美

食+江湖”的题材创新和江湖动作

片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美味情缘的

故事；而《食神归来》则集魔幻美

食、功夫武侠、情感神话、无厘头等

网络元素于一身。

上海连续 14年超额完成

“一村一月两场”公益放映

日前上海召开了“推动本市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

会。上海市电影局刚刚完成的市

场调研报告显示，上海农村公益数

字电影放映通过上海农村、上海金

山、上海浦东 3 条农村院线，在浦

东、闵行等 9 个郊区的镇文化活动

中心、村文化室等场所放映，共设

立固定放映点1647个，流动放映队

192个，年平均放映数字影片约6万

场，放映两年内新片比例为 85%，

年观影人次400万左右。近三年上

海农村院线所映影片十分丰富，涵

盖城市院线市场主流的所有类型，

其中战争、动画、戏曲等类型广受

群众欢迎。上海农村电影放映工

作已基本涵盖所涉区域的所有人

群，基础网络搭建日趋成熟。

上海在完成“一村一月一场”

的基础任务之上，连续 14 年达到

“一村一月两场”公益放映目标，并

将服务触角不断向社区、校园、企

事业单位延伸，满足基层群众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进一步保障基层群

众的公共文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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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伦贝尔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线

公司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于边疆民族地

区，活跃在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前

沿阵地，用一块块银幕为千家万户献上

精神食粮，用一场场影片为农牧民群众

送去致富经。充分发挥文化宣传主阵

地作用，服务于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发

展、稳定的大局，于 2019年荣获中国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颁发的第四届全国少

数民族语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于 2020 年 11 月荣获中共中央宣

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授予的“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服务基层、扎根群众

放映工作坚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

活动及主题宣传,近年来，结合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一系列纪念宣传放映活动，将

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文明宣

传、交通运营安全教育送进农牧区、社

区、学校、军营、福利院、工地，用优秀的

影片丰富群众的“文化餐桌”，营造出欢

乐祥和、喜庆向上的文化氛围。

近年所承办的“情满边疆——公益

电影下基层千里行”活动，深入到边境7
个旗市区，行程万余公里，进行流动放

映共计 312 场，惠及观众达 2 万余人

次。放映队走进蒙古包、边防哨所，为

边境线上的农牧民、戍边战士送去了大

批民族性、政治性、观赏性强的故事片、

民族语译制影片和科教片。呼伦贝尔

市草原广袤、地广人稀、许多村镇嘎查

间距离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

群众居住分散，且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仍

保持着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平日业余

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例如其中一处放映

地点临江屯是一座位于中俄边境的小

村庄，因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薄弱，村民

正常生活用电时常无法得到保障，文化

娱乐活动更是寥寥无几，放映队专门带

着发电机，辗转近二百公里前往临江

屯，让那里的老乡在家门口看到了电

影。无数个夜晚人头攒动，村民们相聚

银幕前感受光影的魅力，一次次放映活

动让边境上很多像临江屯一样的村屯、

嘎查群众享受到了公益电影服务，极大

地丰富边境地区各界群众的业余文化

生活。

连续多年开展的“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民族电影展映周”活动，将公益电影

元素融入丰富的草原文化内涵更凸显

了民族特色，已成为全市电影文化的品

牌活动。充分发挥公益电影根植基层、

流动性强、覆盖面广的特点，多年连续

开展禁毒电影放映宣传活动，掀起海拉

尔地区禁毒宣传活动的高潮。2020 年

“公益电影＋普法宣传”、“公益电影＋

社区党课”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放映，更

是充分发挥公益电影在思想教育宣传、

科技知识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极大地满

足了农牧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深受群

众好评。

积极拓展公益电影放映的内涵和

外延，在履行文化惠民职责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放映形式，与呼伦贝尔学院联

合举办两届“广电情”大学生公益电影

节，同时开展影评征集活动和大学生原

创微电影视频创作大赛，丰富了校园文

化生活。

2009年至今，坚持在呼伦小学进行

民族语电影放映服务，成立“呼伦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语公益电影放映

点”，公益电影入驻十余年间，放映民族

语及各类其他影片共计 500余场，观影

学生 35000 余人，民族语公益电影已成

为思想政治课的主要组成部分，联合学

校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等主题爱国影

评活动，让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受到师生们的

欢迎和喜爱。

2017 年联合巴彦呼硕旅游度假区

开展电影助力草原旅游文化活动，建立

“影人驿站”为周边农牧民送去了精神

文化食粮，将民族故事和草原风情融合

的多重体验呈献给游客开创了适应电

影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思路。

以点带面拓展放映服务范围

为将公共服务向纵深发展，将公共

文化服务向更多非服务范围内的林区、

垦区及边远牧区延伸，2019年在绰尔林

业局敖尼尔林场开展“三送文化”进林

区主题放映，为享受不到放映服务的林

区群众开展放映服务。2020 年于呼伦

贝尔农垦集团及呼和诺尔开展的放映

设备投放活动，设备投放活动覆盖呼伦

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特尼河

农牧厂、呼和诺尔镇及下属的8个嘎查、

3 个生活区，惠及垦区、牧区群众 1.6 万

余人。开创了全市农垦系统公益电影

设备投放服务的先河，把公益电影从农

牧区送到林区、垦区，填补了农垦系统

公共文化服务的空白，让边境地区群众

真正在家门口享受公益电影服务，用电

影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引导各族群众

守望相助、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

激发各族群众爱家乡、爱祖国的巨大热

情，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为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和经济繁荣

发展筑牢铜墙铁壁。

随着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公

益电影逐步实现从“站着看”到“坐着

看”，从室外看到室内看的转变，为了实

现这一转变，院线公司因地制宜，多措

并举充分利用村委会活动室、乡镇文化

站，挂牌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公益电影

固定放映点。并将以往送电影文化服

务的呼伦小学、特教中心、爱心家园、老

干部活动中心等单位以爱国主义教育

放映、爱心公益放映、老年文化服务放

映等方式开展挂牌服务。每周一次的

精彩放映，极大丰富了福利机构、弱势

群体的文化生活。至今，全市共建立边

境沿线放映点、挂牌服务放映点、综合

利用固定放映点 52个。随着固定电影

放映点的建立和完善，群众们观影不再

受时间和天气的限制，而且大多数固定

放映点周边的群众也形成了定时、定点

看电影的习惯，公益电影文化服务水平

和放映质量不断提质升级。

2020 年全市组建“文明光影”志愿

者服务队十余支。放映员们统一着装、

文明用语，展现了良好服务形象，规范

流程，严格执行标准化放映保障放映质

量；每场露天放映现场均摆放20个小马

扎，为群众提供更加人性化公益服务，

日常放映之余开展民族特色的志愿服

务，开展暖心行动。同时打造抖音、快

手等新媒体平台，放映员们开通了抖音

账号，学习了视频拍摄、剪辑制作，定时

发布放映现场视频及电影相关信息，通

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多角度宣传。

通过准确了解和掌握群众需求，制

定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开展“菜单式”、

“订单式”服务，确保农牧民群众享受满

意的公益电影服务。通过制度管理、舆

论监督和公益电影放映设备卫星 GPS/
GPRS 监控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电影放

映情况的监督，为全市公益电影放映工

作的正常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几十载栉风沐雨、春华秋实，从胶

片电影到数字电影，呼伦贝尔电影人始

终坚守初心，用公益电影文化服务筑牢

边疆地区精神高地，让越来越多的边疆

地区群众享受到祖国发展累累硕果，使

公益电影服务进一步惠及民生大众，增

强了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足感，满足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绽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
“公益电影之花”

本报讯 由程伟豪执导，张震、张钧

甯、孙安可、李铭顺、张柏嘉等联袂出演的

悬疑犯罪电影《缉魂》近日发布人物海报。

影片以近未来“人脑复制”技术作

为背景设定，海报中角色宣传语暗藏玄

机，嫌疑人之间隐秘莫测的关系再度为

观众留下悬念，此外海报融入情感元

素，衬托影片“混类型”风格。该片将于1
月15日全国上映。 （猫叔）

本报讯近日，由徐峥监制，王放放执

导，孟美岐主演的电影《我心飞扬》宣布将

于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上映。

影片创作灵感源自中国冰雪健儿勇

夺冬奥会首枚金牌的艰难历程，讲述了他

们拼搏进取、为国争光的故事。同时发布

的电影概念海报，以极具力量感的笔触勾

勒出一位滑冰运动员剪影，冰刀划过赛

道，定格在极速冲刺的瞬间。 （猫叔）

徐峥监制《我心飞扬》定档2022大年初一

《缉魂》发布人物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