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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惠民展映活动

据统计，2023 年第 5 周全国

有 26 个省区市的 82 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影片 751 部，共计约 6.6
万场。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和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订

购影片超百部，福建省中兴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场次

超万场。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放映回传工作完成

较好，回传放映卡约 500次，回传

放映场次近3000场。

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www.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

4200余部，其中 2021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约 290部。当周平台新上

影片中可关注纪录电影《京剧搜

孤救孤》。该片是中国首部以电

影摄制规格录制而成的高清舞台

影像，京剧余派传人王珮瑜在片

中精彩重现了梨园传奇孟小冬的

《搜孤救孤》。除了再现舞台演出

现场，本片还拍下了排练时刻的

珍贵画面，并通过映前访谈的形

式，向当代观众介绍优秀的传统

艺术思想。

春节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持续开展

农村地区春节假期一般延续

到元宵节乃至农历正月结束，因

而各地春节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目

前仍然火热开展中。

浙江省义乌市、绍兴市，山东

临沂、淄博，陕西汉中、宝鸡、渭

南，河南省商丘市、许昌市、宝丰

县，江西省临川县、分宜县、安福

县、峡江县、石城县、瑞金市、新余

市，安徽省合肥市、六安市、池州

市、天长市、阜阳市、凤阳县，四川

省成都市、乐山市、雅安市、攀枝

花市、达州市、三台县，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什县、皮山县等地公

益电影放映单位以“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以走

进百村、服务百姓为宗旨，参考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推出的“电

影文化进万家”公益放映影片推

介专题，订购了多部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影片，因地制宜组织开

展惠民放映。

从订购数据来看，《万里归

途》、《独行月球》、《狼群》等“电影

文化进万家”专题推介影片仍然

高居榜单前列，此外《铜皮铁骨方

世玉》、《武松血战狮子楼》、《霍元

甲血战津门》等一些以传统武侠

人物为形象新编的功夫电影以及

《可可小爱之爱护自己保护家

人》、《家和万事兴之家庭教育》、

《健康中国行动之全民健身》等倡

导和谐家庭、健康生活的科教片

也受到院线较多关注。这些影片

满足了基层群众更加多样化的文

化需求，为欢乐祥和的节日增添

一份别样“年味”。

多地开展公益电影

年度总结和放映设备巡检

为总结经验、查补短板，进一

步提升放映服务质量，更好地安

排 2023年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近

期多地农村院线召开公益电影年

度总结会，开展年度总结和放映

设备巡检等工作。

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召开

2022 年度考核述职大会，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要求新一年度要持

续强化宣传，扩大影响，提升质

量，进一步将全省农村公益电影

的优质形象推向全国。山东省德

州市电影公司召开2022年度工作

总结表彰会，并对 2023年工作提

出新要求，计划在城区开展红色

电影“五进”展映活动，同时推进

影视教育进校园在主城区学校全

面展开。

与此同时，广西贺州、四川雅

安等地完成2022年度放映设备年

检和放映员业务年审工作，四川

省会东县农村电影放映服务中心

对便民电影放映厅基础设施进行

了更新。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车雪莹）

本报讯“放电影啦！放电影啦！”

投影机刚装好，村内孩子便奔跑着喊

开了，并赶忙拉上自己的小伙伴前来

观影。1月 29日晚，由义乌市委宣传

部主办、义乌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承办的2023年“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惠民展

映活动走进义乌市江东街道徐村，村

民们早已齐聚在村文化礼堂里，耐心

等待着电影《大国粮仓》的放映。

该片采访了 60 多位国内外知名

农业学者、农业科学家、农业专家、一

线科技工作者和普通百姓，用电影艺

术语言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

中心不断总结完善“三农”发展思想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之路。

“粮食来之不易，宁流千滴汗，不

坏一粒粮。像我这一代都是饿过肚

子的，现在家家户户都能够吃上白米

饭了。”有 12 年党龄的徐村党支部宣

传委员赵绿化观影后难掩兴奋之情，

“作为一名党员，我会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珍惜每一寸土地，全身

心投入到工作中，带领村民共同致

富，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据了解，春节期间，由义乌市委

宣传部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公益电影惠民展映活动包

含《大国粮仓》、《妈妈！》、《狼群》一批

传播正能量、唱响主旋律的影片，以

爱国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播正能量的影片作为放映的主

要内容，充分发挥以文育人作用，更

好满足节日期间广大基层群众的文

化生活需求，凝聚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的强大精神力量，也为欢乐祥和的节

日增添一份别样“年味”。

“这次活动我们安排了全市14个

镇街的部分农村，从1月29日到2月3
日，每晚两场，共计160余场。”江东街

道电影放映员马志坚介绍。老百姓

喜欢乡村情感、喜剧、红色、戏剧类，

除热门电影，放映员也会安排一些科

普电影，例如防疫健康、交通安全、森

林消防等，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多

年的放映实践也证明，电影仍然是农

村广受群众欢迎的文化形式。大家

也借此重新聚到一起，拉拉家常、交

流感情。”马志坚说。

下一步，义乌将持续开展公益电

影下乡活动，以优质的服务、优良的

观影体验，让周边广大的农村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感受电

影文化的熏陶，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稿件来源：义乌市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浙江新闻客户

端、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积极响应 2023 年“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号召，

根据汉中市委宣传部和汉台区文旅

局的统一部署，2023 年兔年春节期

间，汉台区公益电影服务站认真谋

划、精心组织，在落实常态化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推出一系列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为当地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

美的新春文化大餐。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放映队

先后前往七里办事处季丰村、市图书

馆等地方，为辖区群众放映了《李茂

扮太子》、《赤焰》、《瓜田喜事》等国产

故事片以及《家和万事兴之家庭教

育》、《健康中国》等科教片，陪伴大家

欢度兔年春节。

正月初四，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特

地来到铺镇敬老院，为老人们放映电

影，同时把生活慰问品一并送上。老

人们喜笑颜开，现场其乐融融，营造

出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

汉台区服务站始终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为依托，牢牢把握新时代、新

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总目标，通过展映具有代表性的优

秀国产影片，普及科学理论、宣讲形

势政策、涵育文明乡风、服务群众需

求，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百姓心

间，在辖区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

的浓厚文化氛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的精神动力。

（稿件来源：汉台区文旅局、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金虎送春归，玉兔迎春

到。由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普洱市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普洱市农村

电影工作站联合主办的2023年“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普洱市新春

电影展映活动在新春伊始正式启动。

活动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订购了《万里归途》、《一

点就到家》、《我们是第一书记》等影片

在广场、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放

映活动。一场场送到“家门口”的电影

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

彰显出喜庆祥和的浓浓年味。

“孩子们放假了，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回来了，年三十在村口放一场公益电

影，大家围坐在一起，看着村民们开心

地笑着，感觉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墨

江县放映员李家明激动的说道。

放映员们奔走在边疆的山水间，

带着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走进万家，

用光影凝聚起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精

神力量。观影群众们兴奋地拿出手机

记录这幸福的时刻，在朋友圈里“奔走

相告”，洋溢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稿件来源：普洱院线、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乌什县“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万村千乡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在阿克托海乡希玛勒麦盖

提村启动，此次活动以走进百村、服

务百姓为宗旨，准备了《1921》、《冰山

上的来客》、《捍战》等红色题材故事

片以及《什么是合法有效婚礼》、《非

法集资诱惑》、《扫黄打非警示录》等

法律宣传科教片进行放映，旨在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奋进

新时代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春节期间务工人员陆续返

乡、中小学生放假的“黄金时间”段，

5 支放映队依托村（社区）固定放映

点、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民俗文

化院坝等场所，实行定时定点放映，

合理安排好放映场次，满足各族群

众的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全县已

放映公益电影 72 场，深受广大农村

观众欢迎。

乌什县阿克托海乡希玛勒麦盖

提村村民伊敏江·图尔贡说：“电影放

映队把电影送到了我们村，丰富了我

们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观

看电影《1921》，让我深切感受到革命

先烈的伟大爱国情怀，我要向英雄们

学习。”

据了解，2023年乌什县委宣传部

计划1500场次的公益电影放映，利用

重大节假日，开展公益电影进乡村、

进社区、进校园、进养老院、进企业展

映活动，将公共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满足群众日益增加

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稿件来源：乌什县委宣传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新疆乌什：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云南普洱：光影里的“年味”

陕西汉中：
汉台区春节期间推出一系列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