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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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部，其中 2021年

以来出品的影片310部。本周全国有28个省区

市的 134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088部，共

计17万2718场。

当周全国有6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最为突出，订购超200
部；有 2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郴州湘翼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最多。北京世纪东方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

约450次；安徽省新安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场

次最多，约4600场。

订购方面，故事片《武松血战狮子楼》、《碧

血锦衣卫》、《南少林永春拳之开山始祖》、《少年

陈真之乱世英雄》等武侠题材影片有好的表现，

尤其是《武松血战狮子楼》共有 26 条院线订购

3289场，位列故事片排行榜冠军；科教片《赌博

的危害》、《过量饮酒的危害》、《网络沉迷与健康

生活》等片最受关注，有多条院线订购。通过观

影，群众可以进一步学习避免因赌博、酗酒、网

络沉迷带来的伤害，为净化社会风气，创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片方面，平台新上《回南天》、《大三儿》、

《三傻大闹宝莱坞》、《大汉军魂》、《六扇门之血

虫谜案》等 10余部国内外影片。可重点关注古

装探案片《六扇门之血虫谜案》，该片从师徒情

谊出发，以颇具悬念性的案件开头，带领观众不

断深入剧情。故事情节紧凑不拖沓，在悬疑探

案剧的缩影下，更是展示了一种家国天下的大

义情怀。

多地开展庆“三八”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3月8日，成都金沙院线联合成都画院在成

都市美术馆开展“艺术影像放映会·3月 8日妇

女节专场”活动，邀请百余位女性、电影爱好者

共同参与，免费观看经典女性题材电影。此次

活动是成都金沙院线拓宽公益电影播放场景的

有益尝试，通过“公益电影+”模式打造播放形式

的多种可能，让公益电影的文化艺术与经济价

值不断提升。当天，成都金沙院线还在成都 23
个区(市)县开展节日主题放映活动113场，为市

民群体带来了独特的节日体验。

3月8日，贵州省丹寨县委宣传部组织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队赴各乡镇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白天，公益电影放映队在排调镇文化站室

内的固定放映室播放电影。晚上，同时在排调

村、也改村等地开展了多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广大妇女心中，陪

伴当地妇女同胞度过了一个欢快的节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州市将公益电影放

映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相

结合，让基层各族姐妹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

祝福。3月6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石化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石化职工、居民和社区干

部共同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电影《万里归途》，感

悟人民至上、不惧磨难挑战、屹然砥柱中流的中

国精神；和田地区民丰县农村电影服务管理中

心于 2023年 3月 7日在若克雅乡阿奇玛村播放

励志电影《奇迹·笨小孩》，进一步激励各族干部

团结一心，促进广大干部群众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感党恩。

“党风廉政建设”公益放映影片上线

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

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保障党的二十大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精选

《雨中的树》、《生死抉择》、《邹碧华》、《樵夫廖俊

波》等12部党风廉政题材影片，制作并推出《“党

风廉政建设”公益放映影片推介》专题供院线参

考和订购，通过“党的好儿女”、“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好公仆”等优秀人物形象，传导正能量，

树立正风正气。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宣传文化

系统“强本领、保落实、保质量”主题年工

作要求，推进山东农村公益电影工作高质

量发展，在“走在前、开新局”中展现新作

为，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2023年度全

省农村公益电影工作会近日在济南召

开。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山东电

影发行放映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全省部分县级电影主管部门负责人、

办事处、管理服务站负责人和放映员代表

等共18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 2022 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22年涌现出的先进放映单位、先进工作

者及优秀放映员进行了表彰。会议指出，

2022 年，全省公益电影紧紧围绕“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一中心工作，兼顾

疫情防控与事业发展，圆满完成放映任

务，并在推进公益电影优化升级、扩展公

益电影受益范围、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张相

立等多名基层放映人员因在工作中的突

出表现，获得了“齐鲁最美基层宣传文化

工作者”“山东好人”等荣誉称号。

会议认为，当前公益电影发展机遇和

挑战并存。《“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

明确了公益电影下一步的发展前景，凸显

了公益电影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提升

了公益电影的资金保障水平。《山东省“十

四五”电影发展规划》、《关于印发山东省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023 年

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等明确了我省公益

电影的发展方向，为我省公益电影深入发

展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

和广大群众不断提高的期盼、省数字化常

态化高质量发展文化考核的开展以及合

村并镇等现实条件的挑战，都对公益电影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会议要求，相关单位要紧密结合山东

省宣传文化系统“强本领、保落实、保质

量”主题，严格落实《山东省“十四五”电影

发展规划》及省电影局工作要求，推动公

益电影的优化升级，推进农村公益电影工

作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在推动放映模式

上有创新突破，着力在提供高质量公益电

影服务上担当作为；二是要在推动主题放

映上有创新突破，着力在筑牢基层意识形

态工作重任上担当作为；三是要在推动拓

展社会覆盖面上有创新突破，着力在让更

多群众共享电影发展成果上担当作为；四

是要在推动打造过硬放映队伍上有创新

突破，着力在提升群众文化幸福感满意度

上担当作为；五是要在推动行业长远发展

上有创新突破，着力在提升院线企业管理

规范化现代化上担当作为。

会议强调，2023年，各单位要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贯穿到全年工作之中；需将助力“乡

村振兴”摆到重要位置，长期坚持常抓不

懈。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中，

各单位要创新工作思路，策划开展丰富多

彩的宣传活动，强化后续工作力度，丰富

宣传活动内涵，保证全年热度不减，实现

宣传效果最大化。

（夏建华 刘霞）

本报讯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60年来，雷锋

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

近年来，在四川宜宾的广袤乡村就活跃着

一支“雷锋式”的队伍——公益电影放映

员。他们在从事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同

时，还开展主题宣讲、送书到家、农技指

导、家电维修、助残济困等志愿服务。他

们就是获得“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称号的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的放映员。

传承雷锋精神，带领队伍学雷锋

3月3日，一场坝坝电影《青春雷锋》在

四川宜宾叙州区赵场镇龙源社区上映，映

前开展的看《新闻联播》、宣讲雷锋精神、

普法宣传和义诊活动吸引社区群众上百

人。这是来自宜宾市映三江院线放映员

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又一场志愿服务

活动。

当天的活动，宜宾映三江院线不仅送

来了一场电影，还组织了交警、医院等志

愿者共同参与。晚饭后，龙源府邸小区的

居民，父母带着孩子、爷爷奶奶带着孙子

孙女早早来到现场。宜宾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志愿者林毅向大伙儿宣讲道路

交通安全知识并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正确

佩戴安全头盔、不逆向行驶等交通知识，

倡导群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安全出

行；宜宾市健康体检医院医务人员开展义

诊服务，给社区居民们测量血压、心率、血

糖，指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映前播放

《新闻联播》有关学雷锋活动新闻、放映员

志愿者杨涛宣讲雷锋精神吸引大家关注；

现场群众踊跃参与“学习强国”答题活动，

“双人对战”答题界面同屏投影在大银幕

上调动了大伙儿参与热情。

3 月 5 日晚，江安县纪念学雷锋 60 周

年“同看一场电影”主题观影活动在县城

体育中心、天堂湖社区汉安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竹都广场、淯江广场、两江广场五个

点位，宜宾映三江派出江安县 5支放映队

同时放映同一部电影《青春雷锋》，影片着

力描写雷锋平凡的生活经历，用生动的影

像和鲜活的细节展示其“感恩社会、热爱

生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服

务人民”的精神，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近期，宜宾上百支公益电影放映队伍

奔赴全市城乡开展传承雷锋精神主题展

映活动，同时开展送书、普法、宣讲、助残、

维修、义务劳动等志愿服务活动。

把握时代内涵，擦亮“示范点”品牌

近年来，宜宾映三江院线深刻把握雷

锋精神的时代内涵，不断拓展内容、创新形

式，依托公益电影载体，搭建志愿服务平

台，带领全市放映队伍发扬志愿服务精神，

把每场电影放映作为一次践行学雷锋活

动，放映队伍人人参与学雷锋、个个争当活

雷锋，把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擦亮“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品牌。

旗帜引领学雷锋。宜宾映三江放映

队伍继2018年被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公益电影宣传队

后，相继组建“清风满三江”廉洁文化、地

质灾害防治、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生态

环保等6支公益电影志愿服务宣传队。以

旗帜加强对队伍积极投身学雷锋活动的

思想政治引领。

健全组织学雷锋。在全国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平台注册宜宾映三江志愿服务

支队，组织 150余人公益电影队伍建立公

司支队、区县管理站大队、志愿服务小分

队三级组织结构，通过班长带班子、班子

带成员、成员带队员、队员带群众，一级带

一级，努力推动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使

学雷锋活动做到常态化长效化。

创新形式学雷锋。创新实施“流动农

家书屋”和“‘学习强国’答题”两项工程。

公益电影放映通过横幅标语、刀旗展架、

银幕挂角、游动字幕、宣传物品等形式，融

合农家书屋、全民阅读、学习强国、志愿服

务等多项公服项目，拓展电影服务功能。

“公益电影+”让“农家书屋”流动起来、让

“全民阅读”深入下去、让“志愿服务”化作

经常、让“公益电影”增容赋能，拓展学雷

锋活动的平台载体。

增容赋能学雷锋。公益电影放映同

时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建党百年、党代会

精神、核心价值观、廉洁文化、家风家教、

法治、禁毒、地灾防治、防震减灾、森林防

灭火、艾滋病防治等主题展映。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工程成为推动学雷锋活动走深

走实的“细胞工程”。

榜样示范学雷锋。宜宾映三江继荣

获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称号后，

近年来相继获得四川省 2020 年“青春志

愿·守护生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宜宾市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先进集体、区级文明单

位等荣誉。队伍中涌现出全国最美乡村

放映员、宜宾市优秀志愿者、宜宾市优秀

巾帼志愿者、宜宾市三八红旗手、宜宾好

人、珙县劳动模范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先进集体称号和先进个人典型，以榜

样示范为队伍新时代雷锋精神注入不竭

精神动力。 （曾健）

本报讯 为庆祝一年一度的“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全国多地组织开展“三八

节”公益观影活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石化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石化职

工、居民和社区干部共同观看爱国主义题

材电影《万里归途》，感悟人民至上、不惧磨

难挑战、屹然砥柱中流的中国精神。观影

现场，大家被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剧情吸

引，被外交官舍生忘死、舍己为人的精神深

深感动。

和田地区民丰县农村电影服务管理

中心在若克雅乡阿奇玛村播放励志电影

《奇迹·笨小孩》，共有 66 名干部群众观

看。活动进一步激励了各族干部团结一

心，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永远听党话，跟

党走，感党恩。

巩留县阿克图别克镇唐努尔村的“访

惠聚”工作队、村“两委”和精神文明实践

站的志愿者们联合开展了“三八妇女节”

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邀请后盾单位

和辖区的妇女同胞们共同参与，放映了红

色电影《浴血雁门关》，让农牧民群众受到

一次深刻的党史教育。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电影发行放映

中心携手市旗袍协会 40余名会员在南谯

区施集镇井楠农民电影院开展“三八节”

公益观影活动，观看了爱国主义题材影片

《我和我的家乡》。活动中，市旗袍协会会

员、区文旅局、施集镇和区电影发行放映

中心的女性干部职工还共同参观了江淮

分水岭风景道施集段的景观和井楠茗宿

建设发展运营情况，感受国家实施乡村振

兴政策带来的农村新变化。

凤台县文旅体局和凤台县妇联主办、

凤台县电影公司承办庆“三八”节日观影

活动，大家集体观看了亲情电影《我的姐

姐》。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广大

妇女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情操，

舒缓了工作压力，促进了彼此间相互交

流。

陕西省渭南市新创院线公司潼关县数

字电影服务站开展庆“三八”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放映了以开国女将军李贞同志为原

型的红色影片《李贞浴血浏阳河》。影片塑

造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

光辉形象，令观众感动不已。活动现场还

放映了安全出行公益宣传片，深入浅出的

宣讲、寓教于乐的形式受到大家的欢迎。

四川省成都金沙院线进一步创新服务

方式，优化服务载体，联合成都画院(成都市

美术馆)在成都市美术馆B区(成都市当代艺

术馆)开展“艺术影像放映会·3月8日妇女

节专场”活动，邀请全市百余位女性群体、

电影爱好者共同参与，免费观看经典女性

题材电影。3月8日当天，金沙院线还在成

都 23 个区(市)县开展节日主题放映活动

113场，为市民群体带来独特的节日体验。

西昌、冕宁、越西等地精心策划放映

活动，在妇女节期间为凉山州老百姓送去

高质量、高标准、高规格的公益电影，放映

《夺冠》、《花木兰（豫剧）》等彰显巾帼力量

的影片以及《女性防癌》、《拿起法律武器

——和婚姻暴力说不》等宣传女性权益的

影片，为她们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祝福。

除上述妇女节观影活动外，山东省利

津县电影公司组织职工开展“三八”妇女

节庆祝活动，为即将投入到2023年度放映

工作的女子放映队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让大家以更加积极向上、精神饱满的状态

投入到工作中去。女子放映队映前宣传

表演一直是利津县放映工作的一大亮点，

多年来各位女性放映员发挥自我特长，创

新节目内容，扩宽节目类别。女子放映队

通过展现女性的才能与自信，美丽与坚

强，迸发女性力量，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为广大妇女树立了良好榜样。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山东新农村院线贯彻落实“一强两保”工作要求
推进农村公益电影工作高质量发展

宜宾公益电影队伍创新赋能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

多地开展妇女节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