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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开展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放映活动

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

公益电影放映单位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持续组织开展相关主

题放映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按照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电影

局的安排部署，在做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放映的前提下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放映活动。甘肃飞天院线开

通了微信视频号、抖音企业号、快

手企业号，在三大平台同时发布以

“最美放映现场”、“喜迎二十大”为

主题的活动宣传视频；同时与抖音

平台达成合作意向，以活动放映点

为中心对方圆六公里范围内的抖

音用户进行为期三天的无差别宣

传，主要宣传放映时间、放映地址、

放映影片等信息，以此吸引更多观

众前往观看电影。截至目前，院线

累计展映影片 58698场，观影群众

约150万人次。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扎实做好农村牧区电影放映工

作，展映更多传播正能量、唱响主

旋律的优秀影片，不断提升广大群

众对民族复兴伟业的志气、骨气和

底气。通过合理选片排片，把优秀

影片送到农牧区“田间地头”，送到

老百姓“眼前心头”，全力做好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坚

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

村牧区电影放映服务工作，牢牢守

住公益电影主阵地。

云南省教育厅驻大练地村工

作队在怒江州泸水市大练地村开

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竞赛

暨主题观影系列活动。驻村工作

队员、村干部进村入组开展宣讲，

邀请怒江院线放映红色电影。大

练地村利用“电影+宣讲”模式搭建

了一个干部与群众交流的平台，把

文化惠民和宣教工作结合起来，通

过公益电影放映这种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让

群众在家门口政策上解“渴”、在思

想上解“惑”、在心情上解“忧”。

《万里归途》即将登陆农村市场

由饶晓志执导，张译、王俊凯、

殷桃领衔主演的电影国庆档票房

冠军《万里归途》即将登陆农村市

场，该片目前仍在城市影院放映，

票房已突破15.7亿。

《万里归途》改编自真实事件，

首次在大银幕揭秘中国外交官撤

侨幕后。影片讲述了经验丰富的

外交官宗大伟（张译 饰）与新人外

交官成朗（王俊凯 饰），逆行深入

战火绝境，撤离白婳（殷桃 饰）等

一百多位同胞的故事。

《万里归途》也是继《人生大

事》、《妈妈！》、《独行月球》之后

在农村市场上登陆的又一部“主

旋律”大片，将会为丰富农村观

众 双 节 期 间 的 文 化 生 活 贡 献

力量。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为扎实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化

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玛沁县委宣传部

（县融媒体中心）前往玛沁县第一民族

中学放映抗战题材电影《坚守 1200
秒》。

在该校强化班放映现场，同学们聚

精会神观看影片，被片中中国军民奋起

抗战、保家卫国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电

影结束后，同学们感慨万分，纷纷表示

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珍惜今天幸福生

活，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玛沁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

心）将持续开展红色电影进校园活

动，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时代责任

感和民族自信心，树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稿件来源：中共玛沁县委宣传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近日，由义乌市委宣传部

主办、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承办的“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公

益电影下乡活动在北苑街道雪峰公园

拉开帷幕。

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公益放映

将红色影片送到群众身边，丰富了他们

的精神生活，让乡村的夜晚变得“有声

有色”，进一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电影放映前，工作人员为群众播放

了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知识问

答的短视频。台下观众聚精会神听题，

在互动答题环节积极踊跃发言，气氛十

分热烈。

从 11月 8日起，义乌市 14个镇街

31个公园广场室外固定点、14个文明

实践所、400余个文明实践站陆续组织

开展“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电影

下乡活动，把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公益电影放映的全过程，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凝聚起推动新时

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让

党的二十精神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干部

群众心间。

（稿件来源：义乌市新农村院线、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秋末初冬，广西昭平景色

宜人。桂江河畔、大桂山麓，红色电影

进校到点，全县赓续红色基因放映活动

正蓬勃开展。昭平县充分发挥主旋律

电影的教育引导作用，开展主旋律电影

进校园放映，激发学生的爱党爱国情

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赢得了广大师

生的一致好评。

昭平县教育系统总动员，积极贯彻

落实贺州市关于做好主旋律电影进校

园活动工作部署，按照国家规定确保每

生每学期观看两次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通过设立中小学校联络员、校长负

责制加强活动的跟踪和指导，同时与当

地公益电影放映单位密切联系，保证放

映进度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及时将

放映活动的动态通报中小学校，确保中

小学校了解全县活动进度，同时确保放

映棚安全使用。此外，还将观影活动信

息形成微信公众号发布，把学生观看电

影的感受体会和观影现场图片上传，互

相借鉴，形成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秋季开学后昭平县

已放映主旋律电影70场，观影学生超3
万，放映进度居全市前列。为确保全体在

册学生都能够看到看好电影，每天三四支

放映队辗转在深山老林的小学和教学点

间，安营扎寨不离村，马不停蹄放映忙。

昭平县教育部门表示，一定要结合

学习当地革命历史传统，把主旋律电影

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下去，将红色基因

赓续传承工作做好做实，为把学生培养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接班人而不懈努力。

（稿件来源：桂东院线公司、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

青海玛沁：
开展红色电影进校园活动

广西昭平：
赓续红色基因放映活动蓬勃开展

山东肥城：
“蒲公英影院”构筑百姓精神文化新家园

浙江义乌：
二十大精神暖基层，公益电影送下乡

本报讯 为整合下沉资源力量，更

好服务基层群众，推动农村公益电影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2022年以来，肥城市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创新打

造“蒲公英影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志愿服务活动，把党的创新理论、优质

电影、惠民服务和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

门口，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8月 6日，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主办

的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公益电影主

题放映启动仪式在肥城市孙伯镇五埠

村蒲公英影院举办。10月30日，“小影

院大平台——肥城市志愿服务‘蒲公英

影院’”入选 2022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广场+室内”电影放映更亲民

下雨天想看电影，怎么办？冬天不

放电影，群众有观影需求，怎么办……

针对以往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存在的露

天多、室内少，春夏多、冬季少，夜晚多、

白天少，大风、雨雪天无法放映的问题，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切实存在的观影需

求，肥城市依托村级文明实践站、文明

实践广场，创建“蒲公英影院”。

一方面对原来室外广场放映进行

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拓展打造室内公益

影院。新的“蒲公英影院”一律达到有影

院标识、有放映设备、有活动场地、有志

愿队伍、有服务菜单“五有”标准，实现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从“看得到”向“看得好”

的加快转变，使放映模式从室外走到室

内，实现互补放映、标准配置，无论白天

黑夜、下雨刮风都能满足群众的观影需

求，让群众一年四季都能看上好电影。

“电影+宣讲”党的理论润人心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里，党的理论就传播到哪里。在蒲公英

影院，时代楷模、革命历史、养殖种植、

科幻动漫等影片应有尽有，丰富着群众

文化生活，传递着党的理论政策。不仅

如此，肥城市还利用电影放映前一小

时，组织党员干部、支部书记、先进模

范、文化人才等“肥乐宣”志愿者，面对

面、心贴心、互动式，通过讲故事、打快

板、表演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

群众宣传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解

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巨变，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什么是中国

式现代化以及和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惠民政策、美德知识、乡村变化等，

将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百姓心坎里，为群

众在思想上解“惑”、在政策上解“渴”、

在心情上解“忧”。“蒲公英影院”真正成

为宣传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

“文艺+服务”惠民大餐送上门

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蒲公英影院”制定发放微心愿征集表，

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征集群众对电影

类型、政策宣讲、文化活动、便民服务等

方面需求，然后有的放矢地策划制定服

务项目，确保活动针对性精准性。市镇

村三级志愿服务队和社会志愿组织走

进蒲公英影院“摆摊设点”，为群众提供

文艺演出、卫生保健、法律普及、图书悦

享等“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带着心愿

来，收获满足归”。

同时，组织爱心单位、爱心人士走

进影院参与活动、捐献爱心，通过知识

问答、互动游戏，向老人、儿童、妇女奖

励赠送毛巾、水杯、笔记本等“微礼品”，

把影院标识、温馨提示、惠民政策融入

其中，既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活跃了

现场活动气氛，又让群众在参与活动中

知晓党的政策，感受党的温暖，自觉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中心+基地”阵地资源活起来

坚持“蒲公英影院”走到哪里，文明

实践阵地就延伸到哪里。公园、广场、校

园、机关、社区、农村、复兴少年宫、社区

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处处“蒲

公英影院”成为全市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之外的流动文明实践基地。利用看电

影聚“人气”优势，肥城市把群众观影的

“好日子”变成文明实践的“好时机”，将

电影放映与群众生活习惯、群众文化活

动、群众日常生活场景有效融合，根据不

同群众的不同需求，将理论宣讲、移风易

俗、文体娱乐、劳动实践、科普教育等内

容充分融入观影现场，切实将分散的公

共场所打造成文明实践活动阵地，让文

明实践阵地随处可见、触手可及，全面构

筑起文明实践“十五分钟”服务圈。

“小影院”传递“大能量”。截至目

前，肥城市“蒲公英影院”开展活动7000
多场次，服务群众四十余万人次，成为

群众身边的流动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

新舞台、资源整合大平台，满足了群众

更多精神文化需求。

（稿件来源：肥城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指导中心、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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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0余部，

其中2021年以来出品的影片268部。当周全国

有22个省区市的77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612

部影片，共4.5万余场。

订购方面，有两条院线订购影片超80部，分

别为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和上海金山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天津天影电影有限公司电影

放映分公司以7592场排名订购第一。

故事片订购方面，《跨过鸭绿江》、《独行月

球》、《云霄之上》等新上平台影片排名靠前。

科教片订购方面，《网络沉迷与健康生活》、

《担保的风险》订购势头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