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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的二十大公益电影

主题放映活动山东站启动

按照国家电影局的统一部署，

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电

影局等部门主办，“学习强国”山东

学习平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

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肥城市委、

肥城市人民政府、山东电影发行放

映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办的迎接党的

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山东公益电影主题放

映活动于 8月 6日在山东省肥城市

五埠村启动，活动现场放映了展映

影片《悬崖之上》。

山东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组织放映服务队分赴全省各地，通

过展映国产优秀影片，让更多的群

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为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文化

氛围。

拥军慰问建军节主题放映

活动红红火火

今年“八一”建军节适逢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多地开展了

建军节主题放映活动，积极营造浓

厚双拥社会氛围，进一步融洽军地、

军民关系。

内蒙古自治区以建军节主题放

映为契机，广泛开展“爱我国防·共

铸北疆”优秀军事题材影片展映月

活动，精选百余部类型丰富、反映中

国革命辉煌历史的军事题材影片进

行集中展映。活动于 7 月底在全区

范围内展开并持续到年底，放映员

们深入乡村、社区、边境沿线地区，

送电影“佳肴”到百姓身边，传递社

会正能量，唱响喜迎二十大、奋进新

时代的昂扬旋律，营造欢乐祥和的

社会氛围。

河北邢台、四川广元等地把电

影送进军营，让广大官兵在辛苦训

练之余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

活，增添了军营节日文化氛围。河

南舞钢、江西万载等地开通专场放

映，把红色电影送到革命老兵家门

口、聆听老兵讲故事，回忆峥嵘岁

月，共话初心使命。

此外，甘肃、陕西、安徽、山东、

浙江、湖北、江苏等地区也组织开展

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拥军放映

慰问活动，

同时，北京延庆、广东广州、山

东日照等地举办了公益电影放映培

训，四川三台、昭觉、美姑、会东等地

开展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情况督

查、整改工作，找问题、补短板、强弱

项，稳步推进农村公益电影高质量

放映。

“过亿”影片《李茂扮太子》

登陆市场

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之后，

又一部由喜剧演员马丽主演的城市

票房过亿影片《李茂扮太子》登陆农

村电影市场。该片讲述了捕快李茂

意外发现自己竟与当朝太子相貌相

同，阴差阳错之下二人交换身份，却

不知正一步步卷入阴谋的故事。

同样新登陆市场的喜剧电影

《东北虎》也由马丽主演，该片获得

了 2021 年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最佳影片。

新片方面还可关注悬疑推理题

材系列电影《神探罗蒙 3》。该系列

影片以民国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侦

探罗蒙和警官白小年夫妇二人的探

案故事。目前《神探罗蒙》、《神探罗

蒙3》均可在交易平台订购。

故事片订购方面，《精武英雄》、

《黄飞鸿之三 狮王争霸》、《少林豪侠

传》等近期登陆平台的几部经典香

港功夫片受到较多关注，同时也带

动《铜皮铁骨方世玉》、《张三丰 2无

极战场》等新拍功夫片的订购量。

科教片订购方面，目前多地正

值防汛关键时期，《洪灾的预防与科

学应对》、《农村溺水救护》等相关题

材影片成为防汛地区院线关注

热点。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8 月 8 日，大型纪录片《你

好，南水北调》拍摄启动仪式在中国农

业电影电视中心拉开序幕。

《你好，南水北调》是由水利部、农

业农村部指导，中国农业影视中心联合

中共南阳市委、市政府共同出品，由南

水北调工程沿线各省、市水利部门、宣

传单位协助拍摄的大型纪录片。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戚建国在贺信中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国家重大工

程，从最早提出构想，规划设计，工程建

设，中线、东线正式通水到今天的 70年

间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震撼人

心的瞬间应该被记录。新时代，南水北

调工程有了新的历史经纬，需要用新的

视角去观察和记录。

启动仪式上，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

心中国三农发布主持人黄莉，南水北调

工程代表、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石维新，南水北调移民代表、河南

南阳邓州市九龙镇陈岗社区支部书记

主任陈大定，南水北调的受水代表、表

演艺术家岳红等 4 位节水倡议代表共

同发起节水倡议。主创团队介绍了纪

录片的创作思路。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孙密宏介绍，《你好，南水

北调》将以习近平总书记“16字”治水思

路为统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现实视角，采取分集制作、分段描述、

分层推进的摄制手法，用镜头捕捉工程

建设背后精彩感人、动人心魄的瞬间，

用影像展示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跋

山涉水、攻关克难的工匠风采，用故事

铭刻 40 多万移民默默牺牲、无私奉献

的家国情怀和远在异乡、追逐美好生活

的坚持不懈，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

小故事揭示大道理，以小人物彰显大情

怀，多角度呈现南水北调工程在“优化

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

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上

发挥的生命线作用，为南水北调这一伟

大工程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留下精彩影像和珍贵

记忆。

国家一级导演、《你好，南水北调》

总导演高光磊介绍，《你好，南水北调》

的主创团队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的精兵强将组成。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总编辑宁启文表示，南水北调工

程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战略，关乎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宏伟蓝图的

进程，影响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在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之际，

拍摄制作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具

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中心策划发起拍摄纪录片《你好，南

水北调》深感责任重大。农影中心将肩

负起使命责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讴歌时代变迁，赞颂新时代奋

斗者的感人事迹，再创精品佳作。

中共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表示，南

阳市委、市政府作为联合出品方，将全

力支持《你好，南水北调》大型专题纪录

片的拍摄，精心做好配合保障工作。期

待在国家水利部、农业农村部领导和专

家的精心指导下，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

中心的精心创作下，早日铸就一部全景

式展现南水北调宏伟工程、有历史价值

和时代意义的精品力作，更好地弘扬中

国精神、展现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原

会长王健，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一级巡视员蒋建平等参

加了启动仪式。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影视产业促进与投资工作委员会指导，

河南君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湖北华

语广电传媒有限公司、点石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木樨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华语星系（福建）传媒有限公司、华语文

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等联合出

品，中国行为法学会影视文化法治研究

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信息协会红色文

化专业委员会联合摄制的乡村振兴题

材电影《从心开始》项目论证会及启动

仪式在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举行。

《从心开始》以息县近年来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脱贫致富大发展、乡村

振兴奔向前为背景，塑造了一群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呈

现了息县人民扶资扶智、自力更生输血

造血，大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

并通过影片故事展示了息县的自然风

景，历史人文，让观众通过该影片深入

了解息县这座三千年不改“息”名，不改

其治的历史名城，从而将息县“中国生

态主食厨房”这张名片散发出更加深远

的影响。

影片项目论证会上，十三届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电影故事片

《从心开始》总顾问白庚胜，中国行为法

学会影视文化法治研究专业委员会会

长、原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副

部长郭存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理

事长周建东，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视产业

促进与投资委员会副会长、原国家开发

银行行务委员黄俊，中共湖北省委宣传

部电影处副处长曹俊峰，中国行为法学

会影视文化法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陈俊余等与会的各位

专家学者，对该影片项目进行了充分肯

定，也提出许多非常有益的提升改进建

议，编剧导演团队悉心接受指导，表示

精心创作打磨，力争拍摄制作出电影精

品。

《从心开始》摄制组编剧、导演、演

员代表及制片方、出品方等主创人员在

此次启动仪式上登台亮相。“2021年中

宣部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扶持项

目”获得者、编剧王仪表示，将多听取专

家领导的指导意见，结合实际深入采风

调研，努力精心打磨剧本。中国电影家

协会影视产业促进与投资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苗炜基导演表示，将带领

整个摄制团队，深入生活，从心开始、从

新出发，精心创作出一部接地气的现实

主义电影作品。演员郭晓峰表示，在曾

经塑造过的多位脍炙人口的人物基础

上，希望能为“中华第一县”再塑造一个

鲜活的人物形象。中国文化信息协会

红色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聂宏飞、

河南君层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

理卢良聪担任该影片总制片人，当日到

场的演员代表还有肖宗灵、陈姗姗、王

潮、陈静以及李姿锐。

据悉，影片定于9月下旬至10月在

息县进行拍摄。 （谷静）

本报讯 近日，为迎接党的二十大

召开，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召开“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迎庆党的二十

大·红色电影推进会。中共保定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侯燚、中共保定市委宣

传部电影处于国军、涿州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姜显义参加会议。东兴院线全

体职工、各县（市、区）工作站站长及优

秀放映员 40余人参加。

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董事长王建

勋对此次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进行了详

细的安排部署，围绕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喜迎党的二十大红色电

影放映为主题，按照各级电影主管部

门的指示精神，东兴院线公司从 7月 1
日起就启动红色电影“六进”主题放

映，雄安新区还借力东兴院线的主题

放映活动在容城、雄县开展“光影中的

故事”公益电影进容城东社区活动。

有力提高了东兴院线的活动魅力，彰

显了东兴院线公司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实际行动。红色电影是宣言书、红色

电影是播种机、是传播党的权威，落实

党的政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公

司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动作隐行

动，深化并加强对公益电影的放映和

管理，始终坚持着制度第一，各尽其

责，常抓不懈，力求保证质量，因地制

宜，不遗余力干好公益电影这项为民

服务的大事。默默服务基层，助力文

化电影阵地。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听

指挥，狠抓落实，建设优良的放映队

伍，全心全意搞好公益电影惠民工

程。积极推进红色电影放映，为党的

二十大献礼，努力推动公益电影放映

进程，按照既定方针按时保质保量的

完成放映任务。为保定电影事业争

光。

保定市委宣传部部长侯燚在详细

了解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情况后，对目

前东兴院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取

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并对这次会议的

及时召开给予了鼓励也对下一步具体

工作提出了要求。一要让更多的群众

观看到优秀的红色影片、科技教育片，

不断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二要按

照省、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积极推

动保定市优秀电影走进群众、服务群

众、教育群众、娱乐群众；三要通过公

益电影放映工作，不断提升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增强乡村群众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四要创新模式，抓好管

理，将公益电影放映打造成为农村弘

扬正能量与主旋律的全新宣传阵地，

增强群众的精神力量，有效助推乡村

振兴。

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深入农村、

社区、学校、广场、工地、福利院、军营

等地，通过推介各类优秀影片、影前加

播宣传片、播放幻灯片、开展微演出等

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映活动，

持续打造“红色保定”电影品牌。截至

2022 年 7 月底，保定市东兴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按照“少量多次”和

“按需订片”的原则，通过电影数字节

目交易平台订购影片 50 余部，累计订

购超过 35000 余场，完成放映 14044
场。要求放映队提升服务水平，严格

放映纪律，确保安全放映，认真做好映

前宣传工作，计划为当地群众放映四

万余场，放映范围覆盖农村、社区、学

校、工地、广场等，把党的声音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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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向往做出新的贡献。

（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供稿）

大型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启动拍摄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从心开始》启动

保定市东兴院线举办红色电影推进会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可供订购影片超4630部，其中2021年以来出

品的影片约220部。2022年第31周全国共有29个省

区市的164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511部，共计23

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11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宁波市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300部；有5条院线

订购影片过万场，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

购超20000场。放映方面，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超700次；山东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20000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