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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2年以来，安徽省无为

市以群众需求为工作导向，聚焦服务质

量提升，扎实推进农村数字电影公益放

映工作，奏响农村文化事业新乐章。

谋思路，开新局

一是谋划新思路。无为市年初召

开农村数字电影公益放映工作会议，

落实了各镇综合文化站、市电影公司

工作职责，要求在放映过程中全面贯

彻党的路线、政策、方针，提高政治站

位，牢牢把握正确意识形态方向。二

是运用新方式。通过灵活多样的放映

形式，人性化的服务吸引更多人看电

影，品电影，赏电影，实现从“送”到

“种”的转变，真正将公益电影放映事

业扎根基层，融入群众，成为老百姓心

目中一项德政工程。

建机制，优服务

一是建立每月进度通报制度。坚

持上下联动，市主管部门加强与各镇、

村联系，通过每月通报机制，掌握放映

进度，提高放映效率，同时不定期下基

层进行督查，严厉查处重复、虚假放映

影片等违规放映行为。二是建立群众

需求反馈机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宣

传单等方式跟踪群众观影需求，在放映

时间上，优先保障农民权益，统筹安排

在农闲、傍晚时分；在放映影片内容上，

根据不同年龄层次需求，精心选择群众

爱看的大片、新片。

重宣传，助振兴

一是联合交通局、司法局在各镇、村

（社区）文化广场播放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群众法律意识，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二是联合教育局，

在各镇中小学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活动，不仅

让广大师生深受爱国主义教育，也在全

社会营造“诚信友善、文明礼貌”良好氛

围，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稿件来源：无为市广播电视新闻

出版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近日，印度电影《女生规

则》发布定档海报，正式宣布 2023 年

1 月 6 日震“捍”上映。影片聚焦现代

女性困境，讲述了三位女生在聚会上

受到侵犯，其中一位女孩用酒瓶砸伤

了男生，事后却反被男生以“故意伤

害罪”起诉，一位金牌律师决定挺身

而出，引入“女生规则”为其辩护的热

血故事。影片通过案件深刻揭露印

度社会女性安全的痼疾，用抽丝剥茧

式的法庭辩论颠覆人们的刻板印象，

被印度杂志《电影观众》评为“一部可

以动摇印度封建思想的必看电影”，

值得观众走进影院收获启迪与反思。

《女生规则》定档海报中，“女生

规则”四个大字破损裂开，喻示着传

统社会要求女生必须遵守的规则需

要被打破。海报上，三位女生相伴站

在原告席，原本是受害者的女孩却反

被诬告成勾引男生、实施暴力的罪

犯。面对无处不在的指责，她们眼神

无辜却依旧坚定。而伫立在她们背

后的则是一名顶尖律师，当一条条咄

咄逼人的“规则”宣告着女孩们的“不

清白”，他将用一场极致法庭辩论撕

破印度社会黑暗面，挑战束缚现代女

性的传统偏见，为女孩们震撼发声。

观念交锋，一触即发！

影片由阿米达普·巴强主演，他

不仅在印度本土拥有超高票房号召

力，更是阿米尔·汗的偶像。阿米达

普·巴强极具爆发性的演技，将为影

片贡献出教科书级表演，铿锵有力的

台词功底引发无数观众共鸣，被称赞

道“气场强大”、“有力的反击，让我感

受到表演的魅力。”

（影子）

安徽无为：
“三部曲”扎实推进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

印度电影《女生规则》定档2023年1月6日

红色电影《红光》登陆

农村市场

由山西省电影局、八路军

研究会指导，临汾市委宣传部、

安泽县委县政府、山西景辰未

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摄

制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红光》

日前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该片根据王光烈士真实事

迹改编，讲述了山西运城籍抗

日女英雄王光领导群众与日寇

斗智斗勇，并逐步成长为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

除了《红光》，近期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还上新了《少

年英雄董存瑞》、《证明》、《云霄

之上》、《红星闪亮》、《浴血阻

击》等相关题材影片，院线在订

片时可做参考。

多地开展

年终放映培训工作

进入 12月，各地公益电影

放映单位陆续完成年度放映任

务。在总结全年工作的同时，

海南、安徽、湖南等地积极开展

放映培训工作，集中学习、交流

经验、共同提高。

海南省举办2022年农村公

益电影管理和放映技术培训

班，邀请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中影新农村数字电

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等单

位的专家授课。今年海南省培

训班的一大亮点是增设了放映

设备实操课，此外海南省委宣

传部申请专项资金购买45台新

设备，并在培训班上发放，支持

各 市 县 做 好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工作。

安徽省芜湖市召开农村数

字电影公益放映质量提升培训

班，分为开班动员和培训两个

环节，就农村电影放映质量提

升、放映设备使用、常见故障排

除等进行了详细培训。全市各

县市区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分

管负责同志和具体负责人以及

全市四家农村电影放映公司的

经理、放映员共50余人参加。

湖南省益阳市电影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组织中心城区“周

末广场电影院”放映员开展技

术培训，着重对安全放映、设备

维护、场地选择、银幕架设、手

机拍照等几项内容进行了培训

和经验交流。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正在上映的《沼泽深处的

女孩》发布“温暖守护”特辑。从小被家

人、社会抛弃的基娅是独自生活在沼泽

的“边缘人”，镇上唯一关心她，对她施

以援手的只有同样身为弱势群体的黑

人夫妇“老跳”和梅布尔。

此次发布的特辑呈现了“老跳”和

梅布尔对基娅的关爱与守护。家人离

开后，尚未成年的基娅面临着失去生活

来源的生存考验，幸运的是，她遇到了

好心的“老跳”和梅布尔。他们并不富

裕，却会把社区捐赠箱里的旧衣物送给

基娅，尽可能地帮助她，也通过收购基

娅挖来的贻贝，让这位孤苦无依的女孩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电影《沼泽深处的女孩》改编自由

迪莉娅·欧文斯创作，全球销量超 1200
万册的现象级小说《蝲蛄吟唱的地

方》，讲述了一个美得令人心碎、有关

爱情和成长的故事。截至目前，电影

《沼泽深处的女孩》全球票房已突破

1.4亿美元，荣登 2022爱情电影全球票

房冠军。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出品的好莱坞爆笑动作爽片《唬胆特

工》宣布定档 12月 23日登陆中国内地

影院，并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

影片由《王牌保镖》系列导演帕特

里克·休斯再度出击，喜剧男星凯文·哈

特联手实力演员伍迪·哈里森，“嘴强废

柴”与“冷面杀手”乌龙组队，“二哈”兄

弟合力激战。

定档海报中，凯文·哈特饰演的“嘴

强废柴”泰迪与伍迪·哈里森饰演的“冷

面杀手”共同亮相，脸上挂彩的两人正

面对峙，紧张之中又潜藏喜感。而同步

释出的定档预告则以激燃的节奏，呈现

了这对“二哈”兄弟乌龙组队的劲爆囧

途。

电影中，冷面杀手“多伦多来的男

人”收到一项任务，他需要在限定时间

内到达约定地点，提取情报。误打误撞

去了同一地点的泰迪却被当成“多伦

多”，进退两难的他只好硬着头皮假装

下去。随着警方介入，泰迪在自证清白

之后只能接受继续扮演杀手的安排。

“多伦多”也很快找到泰迪，真假杀手在

高空飞机内上演嘴炮“怼”决，“笑”果

大好。但由于接头人只认得泰迪的长

相，两人不得不将替身游戏进行到

底……

“多伦多”作为杀手圈顶级大佬，不

仅拥有一流的身手，还凭借冷酷无情手

段毒辣恶名远扬。为了演好“多伦多”，

泰迪在执行任务时想方设法变得凶神

恶煞，却意外频出，状况不断。“多伦多”

被出卖后，这对乌龙搭档更是遭到来自

全球的顶尖杀手追杀。近身搏斗、极速

飙车、商场乱斗、激燃枪战、飞机爆炸、

车场狂轰等高能动作场面令人肾上腺

素迅速飙升，戳爆笑点爽点。

（杜思梦）

本报讯 4K修复版《放牛班的春天》

正在上映，近日电影曝光了一组经典剧

照，“池塘之底”的孩子们站在桥上放飞

纸飞机的画面在全网掀起一阵回忆杀，

很多影迷表示“童年的纸飞机跨越十八

年又飞回来了”，“在看到这一幕熟悉的

画面，内心还是孩子的纯真美好而感

动”。为了延续这份感动与温暖，日前，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联合各大影城及

观影团在上海、南京、青岛、深圳、成都

等城市举办纸飞机许愿专场活动，到场

影迷观众反响热烈：“当然要和最好的

朋友在2022年最后一个月，为彼此许下

美好的祝愿”，“用纸飞机许愿，这就是

我们的青春啊”。

活动现场，大家纷纷在纸飞机上写

下自己的心愿，并一起在影院放飞，祈

祷来年能够实现愿望、收获美好，仪式

感满满。而集体放飞纸飞机的画面也

仿佛穿越时光穿过银幕，与电影中的名

场面重合。映后采访环节，很多影迷谈

起自己的心愿，纷纷留下共鸣的泪水。

甚至还有观众被电影中踢球画面触动，

在银幕前奔跑射门，称“电影唤醒了当

年满怀梦想的自己”。

《放牛班的春天》2004年上映之后

即获得不俗口碑。18年后电影以 4K修

复版登上中国内地大银幕，采用先进数

字技术，分辨率大幅度提升，光影层次

变化细腻美好。4K修复擦亮的不只是

电影，也是无数影迷尘封在心底的记忆

与感动。影片自内地重映后，收到无数

好评，在各大平台上观众动情地表达了

《放牛班的春天》给自己带来的震撼观

影感受：“在大银幕上观看 4K修复的效

果，跟在之前电脑上看的感觉完全不一

样，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更有观众形

容这个观影效果无与伦比，“完全沉浸

在情绪之中”。

（杜思梦）

4k修复版《放牛班的春天》观众用纸飞机传递美好愿望

爆笑动作电影《唬胆特工》定档12月23日

《沼泽深处的女孩》发“温暖守护”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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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省区市的

6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538部影片，共

计约2.3万场。

院线方面，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表现最突出，订购影

片106部约8000场。重庆市惠民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放映回传工作完

成较好，回传放映卡约200次，回传放映

场次超6000场。

故事片订购方面，《万里归途》、《猎

杀T34》两部新上平台影片表现颇佳，

《大刀王五》、《地雷战》、《举起手来》等一

些经典老片也受到较多关注。

冬季寒冷容易生病，提高免疫力是

关键。《农村生态田园综合养生》、《黄帝

内经与四季养生》、《强身健体太极拳》、

《日常锻炼小窍门》等保健题材科教片逐

渐成为院线关注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