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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宣传部长会议精神，突出迎接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这一工作主线，广

西壮族自治区电影局充分发挥电

影宣传阵地作用，在全区启动了

“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

活动。

活动于 2022 年 4 月至 10 月开

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影局，各

市、县（市、区）电影主管部门，各农

村电影院线公司、农村电影公益放

映单位共同组织，大力营造“喜迎

党的二十大”的浓厚氛围。

为带动各地迅速兴起“喜迎党

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热潮，广

西壮族自治区电影局专门安排资

金，在全区 14 个设区市开展 1000
场主题电影展映示范放映，积极推

进主题电影展映进校园、社区、广

场、易地扶贫安置点、企业和景区

景点等场所。

同时要求各地在确保当地疫

情防控安全前提下，结合实际组织

开展主题电影展映活动。活动突

出三个“充分结合”，一是充分结合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开展主题电影

展映，在每个行政村至少开展一场

“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

二是充分结合“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等文化惠民活动开展主题电影展

映，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增强活动

实效；三是充分结合文明实践活动

开展主题电影展映，将主题电影展

映融入日常文明实践活动，实现基

层文化设施、活动内容资源共建

共享。

据悉，广西梧州市桂东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在

贺州市水口镇初级中学启动了“喜

迎二十大 全国公益电影“时代楷

模”主题影片展映活动，至今已放

映了 500 多场。今年还将举行 100
场“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

映活动。主题电影展映进校园活

动也在筹备中，预计将放映 4000 余

场次。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广西启动
“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群众享受精神文

化生活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洋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紧密结合“讲评移

亮乐帮”文明实践六法，围绕文明实践

“五大任务”之一“丰富活跃文化生

活”，统筹多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探

索推出了以宣讲理论政策、讲述党史

故事、表演文艺节目、放映经典电影等

为内容的“新风放映站”志愿服务项

目。该项目目前已入选《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陕西创新案例》。

“新风放映站”志愿服务项目共有

五项流程：一是每月给县委党史办发

布放映计划；二是利用乡村大喇叭、电

影宣传车、张贴海报等形式发布放映

电影菜单；三是依托放电影之机组织

辖区内文艺爱好者，通过小品、快板、

歌曲、讲故事等形式传播新思想、引领

新风尚，播放“十四五快板”、“党史教

育”、“种养殖技术”等视频宣传党的理

论政策、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身边模范

故事；四是按照“菜单”放映红色公益

电影；五是播放“锦绣洋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宣传片。

通过五个环节植入学习实践科学

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

流价值、涵育滋养文明乡风等教育元

素，在丰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

也接受思想的洗礼。同时公益电影放

映也与“鹮乡易俗会”项目有机结合，

对“连理会、追思会、生日会”执行标准

较好的家庭，由镇村联系，免费放映一

场电影。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陕西洋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出
“新风放映站”志愿服务项目

《我要我们在一起》5月20日重映

本报讯 5 月 13 日，由陈国富监

制，沙漠执导，屈楚萧、张婧仪主演

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宣布将在

影片上映一周年之际，即 2022 年 5
月 20 日 13 时 14 分重映，预售已正式

开启。

该片根据李海波的网络长帖《与

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改

编，讲述了吕钦扬与女朋友凌一尧从

16岁高中时期开始到进入社会后面对

现实的坎坷爱情故事。

影片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国内

上映，收获3.26亿票房。热门歌曲《这

世界那么多人》正是该片主题曲，也是

为这个故事写下的专属情歌。

（花花）

本报讯 据外媒报道，美剧《侠探

杰克》中扮演杰克的 阿伦·瑞奇森加

盟了《速度与激情 10》。该片正在英

国拍摄，最近经历了导演林诣彬的退

出，早前传闻《无敌浩克》导演路易斯·

莱特里尔接替，影片将于 2023 年 5 月

19日北美上映。

阿伦·瑞奇森今年 40 岁，身材高

大，曾是Abercrombie & Fitch公司的模

特，在 CW 电视台的超级英雄电视剧

《超人前传》中扮演海王，2018 年在

DC Universe 及 HBO Max 电视剧《泰

坦》中饰演汉克·霍尔／战鹰。

今年瑞奇森被拣选在亚马逊选

中，在《侠探杰克》（2022年至今）中饰

演杰克·李奇。他还参与过电影《饥饿

游戏 2：星火燎原》（2013年）、《忍者神

龟：变种时代》（2014年）和《忍者神龟

2：破影而出》（2016年）。 （花花）

阿伦·瑞奇森加盟《速度与激情10》

云南开展喜迎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为发挥电影公共文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

要作用，全面展现新时代云南新

发展新成就，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5 月 13 日，“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云南省喜迎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

明举行。此次展映活动将立足基

层实际，依托各城市影院、七彩校

园院线、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

把一批“四史”题材优秀影片送进

企业、乡村、社区、军营、敬老院、

学校，凝聚起团结进取、奋发图强

的强大精神力量。

此外，在做好疫情防控和放

映质量的双保障下，山西省临汾

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全面启

动，147个公益电影放映队奔赴各

县（市区）2955个行政村，为辖区

群众送上“电影大餐”。临汾新影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积极参加“喜

迎二十大全国公益电影‘时代楷

模'主题影片展映活动”，将更多

更好更新的优秀影片带给人民群

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

故事片、科教片订购均有

亮眼表现

影片方面，最受院线关注的

故事片排行榜前三甲为《血战狙

击岭》、《血战许昌》、《突围》，其中

《血战狙击岭》有 53条院线订购，

《血战许昌》有 45 条院线订购，

《突围》有40条院线订购。

故事片之外，当周订购前十

名中科教片占据 7部，分别是《可

可小爱之文明礼仪》、《可可小爱

之卫生与健康》、《儿童用眼健康

常识》、《健康中国行动之健康生

活方式》、《儿童成长健康习惯》、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和《网络诈

骗防范常识》，涵盖了文明礼仪、

医疗卫生、健康生活、安全常识、

防范诈骗等方面。科教片向广大

农村观众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受

到院线重视，收到良好的社会

效益。

新片方面，本周新上 16部科

教片，包括《远离抑郁症》、《缓和

医疗》、《如何防范校园暴力》、《振

兴乡村-建设特色小镇》等，由北

京科学电影教育制片厂出品。截

至目前，该厂共有 112 部不同题

材的科教片可供广大院线订购。

此外，5 月 12 日是第 14 个全

国防灾减灾日和国际护士节，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

分别推介了《一百零八》、《峰爆》、

《烈火英雄》、《紧急救援》四部抗

险救灾题材影片，以及《中国医

生》、《你若安好》、《索道医生》、

《人到中年》四部医护题材影片，

为各地院线开展放映活动提供更

多选择。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可供订购影片 4650余部，其中 2020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约 380余部。2022年第 19周（5月 7日-5月
13日）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的142条农村电影院线订

购影片1323部，共计37万余场，创本年度周订购场次

新高，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各地陆续恢复了

影片订购和放映。

订购方面，有9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浙江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超200部；10条院线订

购超万场，其中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场次最

多，以超5万场成绩领跑。放映方面，浙江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卡次数为211和回传放映场次

4940，均列第一。

近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北京市委

宣传部等 2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

实施标准（2021年版）》。89项服务中，涵盖了广大人

民群众普遍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第 85条涉及

中小学生、农村居民观赏电影方面，规定为中小学生

观看优秀影片提供保障服务，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

电影放映服务。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观看

2次优秀影片，将中小学生观影纳入北京电影公益放

映体系。每年放映国产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 2年）

比例不少于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