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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迅速掀起全市农牧民群

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潮，切实发挥电影潜移默化、寓教于

乐的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山南市电影发行放映站于近日在琼结

县特日村启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电影放映前，特日村农牧民骨干宣

讲员罗布扎西结合近年来村庄发生的

巨大变化和村民们生产生活质量的显

著提升，向村民们解读了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关于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的大

政方针和政策举措，教育引导全体村民

知晓恩从何来、惠在何处，进一步坚定

基层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

心和决心。宣讲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

大家踊跃发言，答对题目的村民可以领

取到帆布袋、雨伞、小音箱、水杯等日常

生活用品。

集中宣讲结束后，山南市电影发行

放映站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放映了主旋

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藏语版），让广

大农牧民群众通过观看公益电影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熏陶，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汇聚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

中来，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

精神文化支撑。

现场观众对“宣讲+电影”的形式表

示非常满意，村民尼玛次仁说：“观看电

影，让我认识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自内心地去热

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

强大。”

山南市电影发行放映站党支部书

记次仁占堆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山南市电影发行放映站陆

续组织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电影下乡活动，把学习宣传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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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礴力

量，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走进干部群众心间。同时积极配合各

县（区）开展宣传宣讲活动，充分发挥好

公益电影展映服务、宣传、教育群众的

优势作用，为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出应有贡献。

（山南市电影发行放映站、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党和

国家实施的一项惠民文化工程，是加强

农村文化建设、满足群众精神需求、促

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保障。

2022年以来，滁州市全面推动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截至 11月中旬，全市累

计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12640场次，完成

总数的 102.36%，提前超额完成全年

目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

买、农民受惠”的思路，建立健全公共服

务和市场运作相协调、固定放映和流动

放映相结合的农村电影服务体系，全面

推进“惠民、育民、智民、乐民”放映目

标。全年累计投入 264.36万元，建成室

内外固定放映点 24个、购买电影 12348

场次，受众超205万人次。

搭建干群互动桥梁

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搭建“1+2+N”

乡村治理新模式，即在公益电影映前映

后，由镇村两委班子牵头，组织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疫情防

控等研讨协商，畅通干群沟通的“最后

一公里”。全年累计利用电影平台开展

活动 2700余场次，召开村民议事会 300
余场次。

打造政策宣传讲台

充分发挥农村公益电影思想文化

宣传主阵地作用，利用海报、条幅、公益

视频等多种形式开展政策理论、防溺

水、交通安全、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宣

传，全年累计放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等主题电影4000余场次，播放公益

宣传视频 5000余次，悬挂宣传横幅近

1.2万余条次。

开好农业生产课堂

深入践行公益电影“服务农民、服

务基层”的要求，大力实施“公益电

影+”，积极推动公益电影服务延伸，以

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为农村群众“量

身定制”农村垃圾分类、种养殖技术等

涉农类科教影片，指导群众生产生活，

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全年累计

放映该类影片 1229场，行政村覆盖率

124%。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激发广大

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更

好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根据市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的安

排部署，渭南市电影公司和市新创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在全市积极开

展“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暨“廉

洁渭南建设”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本次活动重点选择《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父辈》、《攀登者》等一

批弘扬主旋律、振奋精气神的优秀国

产影片，以及《网络沉迷与健康生

活》、《拒绝毒品 幸福人生》、《防范电

话诈骗》等实用性强的科教片进行放

映，生动展现新时代伟大成就，大力

奏响新时代光影颂歌，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渭南新创院线不断强化“服务群

众”意识，认真筹划部署，各县（市、

区）积极响应，根据气候、场地疫情防

控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方案，

陆续走进镇村、广场、社区、学校、军

营、企业开展放映活动，并创造条件

向敬老院及儿童福利院等特殊人群

场所延伸服务，努力扩大活动受益

面，增强活动影响力，目前已放映 70
余场。

下一步，渭南新创院线将不断深

化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带领

下，以强国复兴有我为己任，以电影

人的责任和担当，为全市广大人民群

众放好电影，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

结奋斗。

（渭南新创院线公司、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

西藏山南：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在琼结县启动

陕西渭南：
深入开展“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暨“廉洁渭南建设”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安徽滁州：
点亮公益电影银幕 唱响乡村振兴舞台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公益放映火热进行

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各地公益电影放

映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陆续组织开展相关主题放映

活动，弘扬主旋律、振奋精气

神，生动展现乡村振兴伟大成

就，大力奏响乡村文化振兴光

影颂歌。

广西贺州以民语节目译制

为龙头，以公益电影放映为纽

带，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

设为载体，进一步带火乡村振

兴的文化生活，带热少数民族

非遗文化遗产传承和旅游业发

展。陕西渭南新创院线开展

“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暨

“廉洁渭南建设”电影主题放映

活动，各县（市、区）服务站根据

实际走进镇村、广场、社区、学

校、军营、企业等开展放映活

动，并创造条件向敬老院及儿

童福利院等特殊人群场所延伸

服务。四川广元启动“贯彻二

十大 逐梦新征程”主题电影展

映活动，即日起至 2023年 6月

底重点展映党的十九大以来的

优秀电影作品。西藏山南电影

发行放映站在琼结县特日村启

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公益电影展映活动，现场观

众对“宣讲+电影”的形式表示

非常满意。

此外，安徽省芜湖、阜阳、

淮南等地公益电影放映单位积

极开展红色电影进基层活动，

持续筑牢基层农村意识形态阵

地，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活动走深走实。

国庆档票房冠军《万里归途》

登陆农村市场

2022年国庆档城市影院票

房冠军《万里归途》于12月1日
正式登陆农村电影市场，该片

在城市影院延长放映至 12月

31日，广大基层观众可以同步

观看这部热门影片。

该片改编自“利比亚撤

侨”、“也门撤侨”等真实撤侨事

件，通过宗大伟与成朗两位外

交人员的视角，讲述撤侨行动

中险象丛生的曲折经历，呈现

了真实鲜活的中国现代外交风

云图景，展示了中国外交官群

体形象的风采，是一曲向外交

战线“平凡英雄”致敬的盛世

颂歌。

2022年第四季度，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推出了以《万

里归途》、《独行月球》、《新神

榜：杨戬》、《断·桥》等“过亿”影

片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影院暑期

档、中秋档、国庆档热门影片，

其中不少影片实现了城乡同步

观看或者无缝衔接上映，极大

满足了农村观众看新片、看好

片的需求，同时为各地元旦、春

节双节放映活动提供了更丰富

的订片选择。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车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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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

余部，其中 2021年以来出品的影片约

270部。全国共有16个省区市的52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490部影片，共计约2.1

万场。

院线方面，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近百部影片，遂宁市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以5000余

场位列订购场次第一。上海东方永乐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

数较多，近900次；烟台市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1.6

万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以《血战狙击岭》、

《王良军长》等为代表的战争题材影片以

及《少年陈真之乱世英雄》、《南少林永春

拳之开山始祖》等功夫动作题材影片排名

较为靠前。值得关注的是，《血战狙击岭》

目前以21万余场的成绩高居订购榜首，

基本锁定2022年度故事片订购冠军。

冬季防火宣传正当时，《农村防火常

识》、《森林防火》、《农村消防安全故事》等

相关题材科教片成为近期院线关注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