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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公益电影行

在河南四川等地开展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2022
年“我为群众办实事”乡村振兴公益

电影行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

心联合发起。该活动于 2022年 8月

18 日在北京启动，活动旨在通过光

影的形式，宣传新时代伟大成就，凝

聚起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团结奋进的

力量。

作为“2022 中国农民丰收节第

五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系列活动之

一，“乡村振兴”公益电影行分别在四

川宜宾和河南南阳举行。10 月 29
日，“乡村振兴 光影南溪”公益电影

行在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大

庙村村委广场举办。在展映现场，科

教影片《治理黑臭水体 共建美好家

园》引发群众更加深切关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共鸣。《卸甲归

田》进一步坚定广大村民的理想信

念，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满满

的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11月 4日晚上，“乡村振兴 光影

方城”公益电影行专场放映在河南省

南阳市方城县杨集镇人民广场举

行。演员王宝强受邀来到活动现场，

为放映活动揭幕，播放的影片是《我

和我的父辈》，影片同步在全国20个

市、县放映，为各活动地观众送上了

一道“热气腾腾的文化美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中国农民电影节的“主

题电影推荐活动”作为中国农民电影

节的重头戏，也随着“2022乡村振兴

主题电影推荐活动”终评推荐影片的

揭晓，将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公益

电影行”活动中与农民朋友见面，为

广大农民群众奉上文化盛宴。据悉，

公益电影行活动年底前还将在贵州、

四川、陕西、内蒙古、重庆、吉林、山东

等十个省区市开展，并由各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下属放映队为当地群众

放映共计1000场。

《妈妈！》登顶周冠

新片大片表现出色

《妈妈！》10 月 25 日登陆农村市

场，首周表现出色，共有 5 条院线订

购近千场，夺得故事片订购排行榜冠

军。该片于2022年9月10日城市公

映，城市影院票房超七千万，获得第

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

女主角大奖。

近期新片大片在农村市场表现

出色。《人生大事》共有 69 条院线订

购，累计超过一万场；《跨过鸭绿江》

共有48条院线订购，累计超4600场；

《独行月球》有 43 条院线订购，超

2300场。这些新片大片以同步放映

的形式缩短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之

间的差距。

科教片订购方面，进入11月，双

“十一”网购预售开启，各种针对双

“十一”的“网购诈骗套餐”悄然出

现。为了提高观众防骗意识，《网络

沉迷与健康生活》、《网络诈骗防范常

识》、《防范信用卡诈骗》等相关题材

影片订购量相应提升。

新片方面，本周新上戏曲片《谷

文昌的故事》（豫剧）。影片讲述了原

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同志带领

东山人民治沙造林，让“荒岛”变“宝

岛”，用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爱戴和敬

仰的感人故事。《谷文昌的故事》入围

2022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戏

曲片。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由徐承华（又名老极）导

演，陆凤霞、胡静、张聪洋出品的亲子

电影《陪你在全世界长大》近日发布终

极预告及海报。

此次曝光的终极预告像一本旅行

纪念册，将辛巴一家人在北极、南极和

青藏高原探险旅行的故事意义呈现，

展现了辛巴在大自然中探索发现、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中不

断成长的面貌；一并发布的终极海报

则颇具童趣，辛巴一家人在冰天雪地

里和怪兽“抗衡”，充满了冒险的气息

和搞怪的氛围，不禁让人好奇他们在

旅途中还有什么奇遇。

终极预告将辛巴一家人在环游世

界的旅途中践行“一起去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用双手与双眼真实地与这个

世界触碰的画面全景呈现。在长江，

辛巴要独自挑战在湍急蜿蜒的力丘河

上漂流；在青藏高原，辛巴要面向神秘

险峻的哈巴雪山徒步攀登，面对未知

的困难，辛巴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最

终突破极限完成了挑战，用实际行动

告诉了我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

怕完以后坚持做那件事”，极具激情和

感染力。

一同曝光的终极海报中，画面更

为温馨有趣。一片冰天雪地中，一家

人与威猛逼真的怪兽相互制衡，巨大

的怪兽“张牙舞爪”，似乎下一秒就要

扑向辛巴一家人，于是他们双手抬起

抵挡，齐心“对抗”怪兽，温暖和谐的

家庭氛围跃然纸上。此外，海报还有

另外一层寓意——怪兽代表着旅途中

未知的困难与挑战，但只要一家人在

一起，就能共同面对，克服万难。

《陪你在全世界长大》由安徽陆

地、杭州千岛湖清风徐徐、火焰彩虹

（天津）、北京环鹰时代出品，11 月 11
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为深切纪念和缅怀著名电

影艺术家、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家于蓝同

志，使于蓝的精神惠及后世，中国儿童少

年电影学会曾于2021年4月发布了编辑

出版《于蓝纪念文集》的消息，并向国内

外征集稿件。此后，编委会根据稿件调

整了文集的结构，本书内容分为五章。

第一章，“于蓝谈艺”收集了于蓝同

志不同年代撰写的文章13篇。第二章，

“于蓝访谈”选择了4篇不同媒体对于蓝

同志的访谈文稿。第三章，“众说于蓝”

主要采编了 32篇中外人士对于蓝的回

忆文章。第四章，“研讨实录”的内容采

自三次集中探讨于蓝的精神的重要会

议，分别是 1990年“庆祝于蓝同志从事

革命艺术活动五十年座谈会”、2011 年

“光荣与梦想——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

开拓精神座谈会”、2021 年“追思 致敬

继承——于蓝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会”。 第五章，“于蓝年谱”梳理了于蓝

同志一生中参与的重要作品和参加的

主要活动。

《于蓝纪念文集》从不同角度呈现

了于蓝同志非凡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

内心世界，融入了众多儿童电影人的感

悟，也对中国儿童电影的诸多话题有深

入讨论。对于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来说，

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个世纪的纯真：中国儿童电影

百年文集》精选了百年来关于儿童电影

的来自 100位作者的 100篇文章。其中

最早的论文《电光影戏与儿童关系之商

榷》写于 1915年，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

始通过考察西方儿童电影来思考中国

儿童电影的前途，文中的很多观点至今

仍有参考意义。中国儿童电影诞生于

1922年，可见中国人对于儿童电影的研

究早于拍摄儿童电影的时间。读者将

看到各个年代的电影艺术家、理论家、

教育家、事业家、儿童文学家为中国儿

童电影留下的真知灼见。

这本文集的很多珍贵资料得到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文献支持，堪称是一

座关于中国儿童电影的思想宝库。由

于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卷出版，以文

章发表时间为序，图文并茂，可读性很

强，具有高度的文献价值和理论研究价

值。

“中国儿童电影研究丛书”是中国

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于 2021年发起的学

术出版项目。《于蓝纪念文集》与《一个

世纪的纯真：中国儿童电影百年文集》

是“丛书”的前两部，将于2022年内与读

者见面。目前第三部新书《未来之光

——中国儿童电影研究》也基本编纂完

成，预计将于2023年出版。有需要提前

订购“丛书”的读者，可与中国儿童少年

电影学会联系。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供稿）

《扫黑行动》

女大学生离奇坠楼，刚调任到岗的

刑侦支队副队长成锐被副局长杜于林指

派追查背后隐情，发现案件与套路贷、暴

力催讨等黑势力犯罪有关。为了还人民

安宁，成锐和同事们突破难关追踪到底，

却不想背后还有更大阴谋。

上映日期：11月11日

类型：动作/罪案

编剧：管彦杰/高阳/佟睦等

导演：林德禄

主演：周一围/秦海璐/张智霖/王劲松

出品方：中广天启/保利影业/中国

长安传版传媒等

发行方：中影股份/猫眼微影

《陪你在全世界长大》

在“疯狂老爸”的爱与陪伴下，小男孩

辛巴从3岁起就先后途经20国到达南北

极，留下企鹅作伴、北极熊共舞的美好回忆。

上映日期：11月11日

类型：剧情/冒险

编剧：徐承华

导演：徐承华

主演：辛巴/徐承华/王冰

出品方：安徽陆地影视文化/杭州千

岛湖清风徐徐文化等

发行方：环鹰时代

《叫我郑先生》

郑先生患有阿兹海默症，为了缓解

自己对去世太太的逐渐遗忘，郑先生决

定在所有记忆消逝前重新踏上年轻时最

怀念的那一段环岛之旅。

上映日期：11月11日

类型：剧情/爱情

编剧：邹德全/杜海朋

导演：邹德全

主演：涂们/王真儿/林雪/高捷

出品方：北京大富秦人科技

发行方：淘票票/阿里影业

《喜悦的夏天》

深圳 90 后女生喜悦努力奋斗的拼

搏故事，从进入大学本科到研究生、再到

步入社会，十年间，喜悦与三位大学室友

在风雨中历练，最终在学习、爱情、事业

方面均有成长与收获。

上映日期：11月11日

类型：剧情

编剧：胡小兑

导演：胡小兑

主演：胡小兑/张亦驰/雷博昊/陈荧莹

出品方：华悦影视

发行方：华悦影视

《你好，珠峰》

杨晨的父亲无法承受失去爱女的生

命之痛，为圆女儿生前看一眼珠峰的梦

想，独自自驾上万公里到达西藏珠峰大

本营，一路上想起了和女儿成长中的生

活点滴。

上映日期：11月11日

类型：剧情

编剧：朱成

导演：朱成

主演：韩子君/陈小香/陈定伟

出品方：无锡市美驰娱乐

发行方：无锡市美驰娱乐

《我们正年轻》

通过对深圳的帆船少年、创业青年、

古城改造建设者、伶仃岛生态维护者、老

一辈来深圳建设者、援港检测工作者等

人物工作和生活的记录，展现深圳乃至

大湾区改革开放的城市魅力。

上映日期：11月11日

类型：纪录

导演：程工

出品方：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

发行方：深圳广电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天之书》

小屋本是“天书”中一页幻化出的翩

翩少年，与宋真宗妃子颜如玉相爱，被发

现后小屋遭到斩杀。转世后的他为解开

千年身世谜团而经历了一段奇妙的探险

旅途……

上映日期：11月12日

类型：爱情/奇幻

编剧：王筱刚/王应蛟

导演：王筱刚

主演：李砚/张楠/刘佩琦

出品方：浙江艺霏文化传媒

发行方：基点影视

《青蛙王子历险记2》

王子赛维与凡迪卡在练剑时发生争

执，凡迪卡的宝剑被击落悬崖。寻找过

程中他们误闯入精灵国，而精灵国正在

经历一场危机。

上映日期：11月12日

类型：动画/奇幻

编剧：夏晋

导演：杨峻

出品方：安徽绘心动漫等

发行方：锋尚锐志传媒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

cn）可供订购影片近4700部，其中2021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超260部。当周全国有28个省区市的108条农村电影院线

订购966部影片，共约5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6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部，其中山东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表现最为突出，订购200余部影

片约5000场。放映数据回传方面，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约660次，同时还是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的院线，约2.4万场。

“中国儿童电影研究丛书”新书即将出版

《陪你在全世界长大》发终极预告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