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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少数民族语公益电影

数字化译制”项目迈入第十年，取得了一

系列丰硕成果。全年少数民族语有可供

译制影片124部，同比增加25部，涨幅达

25.25%；译制申请影片944部次，同比增

加324部次，涨幅达52.26%；译制完成影

片 1086 部次，同比减少 18 部，降幅为

1.63%；一次合格率 87.3%，同比基本一

致；发行版完成影片 1107 部次，同比增

加90部次，涨幅为8.85%；少数民族语发

行版影片累计订购26万4838场，同比增

加53023场，增幅达25.03%。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11 个译制中

心，少数民族语译制累计完成影片 6323
部次，发行版完成影片 7402 部次，可译

制素材累计已达 1004部，总累计订购达

169万6465场。

影片译制方面，新疆、贵州两地译制

中心的完成度相比 2017 年均有较大幅

度提高；影片订购方面，新疆、延边、内蒙

古、贵州等译制单位相较 2017年同期都

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一）刷新纪录

《厉害了，我的国》实现 16 语种、35
种方言译制，是少数民族语电影数字化

译制以来首部集所有项目单位力量译制

的影片，也是译制语种及方言最多、覆盖

少数民族观众最广的影片。

（二）捷报频传

在 2018 年电影少数民族语译制片

类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声音制作优

秀作品奖”评选中，内蒙古民族语电影译

制中心、四川凉山州民族电影译制中心、

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译制中心、甘

肃民族语译制中心、新疆广播影视译制

中心等译制单位分别斩获了全国少数民

族语译制片类的各大奖项。

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次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举行，广西电影集团

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被授予“广西

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

号。

（三）进室内、进影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结合工作实际和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创新开展了“影享吉

林·译彩延边”公益观影系列活动，全州

设立了 66个乡镇公益影厅，已经全部投

入使用，实现了乡镇室内固定放映点全

覆盖。

7月凉山州第五届民族文化艺术节

期间举行彝语电影展映，6部彝语译制电

影走进城市影院，让城市中的彝族群众

也能看到了彝语电影。

（四）“走出去”

内蒙古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译制的

十部优秀国产影片入选“感知中国——

中国内蒙古文化旅游周”中国电影周展

映，积累了中蒙电影合作译制的工作经

验，利用合作译制平台，实现共享有效资

源，进一步提高蒙古语译制片的“本土风

格，国际表达”能力，为今后继续开展中

国电影“走出去”工作迈出了扎实有效的

第一步。

由青海省广电局牵头，青海广播电

视台、省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协办，赴尼

泊尔就青海安多卫视藏语节目落地及影

视译制节目交流展映等签订了落地协议

并达成合作共识。

十年来，全国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工作经历了数字化转型、规范化管理、常

态化培训，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逐步建立

了一支有组织、有规范、有能力、有保障

的公益服务专业队伍。未来将继续发

力，在译制完成、一次合格率、放映场次

三个方面提升质量，计划实现室内放映、

与院线同步以及“走出去”，进一步推动

我国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发展，让

少数民族语电影真正实现“为放映而译，

为群众而译”。

2019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一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中国电影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也肩负新的时代使命和

责任。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新潜力、新价

值与新可能的黄金机遇期，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者要始终把“九个坚持”

作为根本宗旨，把“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使命任务，

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

建共享”作为行动方针。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守正

创新，进一步优化影片供给，使农村公

益电影供给由“够”向“好”和“精”转

变。要深入乡村、社区、工矿、校园、军

营，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贫困地区，切实打通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到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向广大农村和基层群众传递党的声

音，送去欢乐和文明。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编辑部）

2018 年有 265 条院线订购影片（含

农村院线230条，校园院线11条，社区院

线 24 条），参与订片的放映队达 45327
支，实现对全国64 万个行政村、6.2 亿农

民放映全覆盖。

全年农村地区订购情况总体相对平

稳，受湖湘经典戏曲电影展映月活动影

响，湖南省订购量增幅较大，同比涨幅

37.10%；从院线情况看，订购前十的院线

中前四名院线格局未变，其他均有上下

浮动的调整。

2018年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及农村电

影院线创新经营模式和工作方法，对于

室内固定放映建设、主题放映活动开展、

公共服务范围扩大、农村电影市场化改

革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推进，力争让电影

公共服务惠及更多的基层群众。

（一）积极践行“多次少量”订购模式

2018 年院线提交订购影片订单

59529个，同比增加2042个，涨幅3.55%；

平均每个订单的订购场次为 173 场，同

比减少 23 场，降幅为 11.73%。共有 27
条院线订购影片达到500部以上，其中7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 1000 部。院线订购

影片的订单数逐年增加，平均每个订单

的订购场次则逐年减少。越来越多的院

线紧跟新片上市步伐，满足当地群众最

新的观影需求。

丰富多样的影片选择无疑会更好地

满足需求各异的观影群体，从而使农村

流动放映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满意度，

让农村电影市场有量更有“质”。浙江新

农村、江苏新希望、广西八桂、宁波新农

村等院线订购影片部数或者订单数量都

比较多,成为本年度积极实践“少量多

次”订片方式的代表性院线。

（二）因地制宜创新服务模式

2018 年，在订片、放映等经营模式

上，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当地的政

策、社会资源优势，瞄准基层群众需求，

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真正做到了公

益电影“惠民生”。

“互联网+”模式：吉林省建立宣传网

站，提供在线预览、在线咨询、问题反馈、

互动交流、信息推送等便捷服务，通过新

媒体、微信平台、电话告知以及社区、村

部公共事务管理群等多种途径、多种方

式发布电影资讯。沈阳市农村电影放映

创新为“你点，我放”的服务模式，片种齐

全多样的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像一个

自选超市，放映员、农民群众、学生代表

参与选片。

“公益电影+”模式：成都金沙院线

借助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超市”活动，

推出多种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目前

已发展为具备流动电影放映、文化路演

活动策划与执行、广告设计与发布、文

化馆培训与管理、图书馆运营与管理、

影院建设与运营、空间营造等多功能的

服务性公司。四川宜宾通过“坝坝电

影”放映防范金融诈骗科教片，并与当

地金融机构合作现场讲解相关知识，让

当地群众了解金融扶贫信贷政策和扶贫

免息贷款业务，真正成为农村脱贫攻坚

战的文化助力。

（三）室内固定放映有效提升农村电

影公益放映服务质量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公益电影放

映仍以室外流动放映为主要形式，放映

量往往随着春季转暖而上升、秋冬气温

渐冷而下降。此外，如受雨雪大风等极

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放映场次也会呈

现明显下降。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农村电影市

场放映淡季，此时建有室内观影设施的

地区在订购和放映工作上就有较为明显

的优势。比如延边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建成了全国首家装配式少数民

族语公益影厅院线，冬季放映也不受影

响，2018年第四季度仍然保持着较为稳

定的订购量。相同的情况还有新疆自治

区。各地州加大对村镇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力度，建立农村文化大礼堂，配备灯

光、舞台、暖气，冬季仍能开展电影放映

活动，丰富了当地农牧民的农闲时节文

化生活。

放映场次的气候性差异主要还是

受室外流动放映的形式影响，而室内放

映则能克服气候因素，有助均衡放映，

提高观影质量。2018 年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摸底调查并统计出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条件较好的

1000个固定放映点的基本信息，并在此

基础上建成一条农村人民院线，主要以

乡镇室内固定放映点为基础，覆盖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座位

总数达到 20万；积极引导各地进行室外

转室内、流动转固定的放映模式转变，

同时以点带面地确保主旋律影片的放

映落地。

目前的固定放映点主要是以乡镇村

现有的文化活动站、会议室等现成的室

内场所为基础改造而成，有些经济发达

地区则加大了乡镇数字影院的建设力

度。北京、上海已基本实现室内放映；浙

江农村“中心地区室内放映为主，边远地

区露天放映为辅”的服务框架初步成型；

四川、福建、宁夏、吉林等地改造镇级影

剧院或自筹资金在有条件的乡（镇）、行

政村、中心村、文化大院建立农村电影室

内固定放映点，满足了当地农牧民在农

闲时节也能看上电影的需求，进一步提

升了农村电影放映服务质量。

（四）主题放映活动持续推进市场热度

为挖掘已有节目潜力，提高农村观

众观影水平，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一

直致力于结合国家部署、党政方针开展

相关主题展映活动和影片的专题推荐工

作，力求打造农村观影品牌。

2018年成功组织开展了三项活动，

分别是“争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2018年元

旦春节农村电影展映活动”、“纪念改革

开放 40 周年主题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电影展映周”活

动，从而带动全国 5 万个放映队深入基

层，专题放映达 20 多万场，实现电影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让广大农村群众同

步享受到了电影文化魅力。

主题放映活动作为引导、调控农村

电影放映的有效手段，在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提升农村电影放映质量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电影

阵地，将更多优秀的国产影片带到农村

院线和农民朋友身边，将党和国家的价

值主张和文化引领融入农村电影放映，

推动农村电影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让

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做好校园、社区电影公共服务

2018 年有 11 条校园院线参与订

购，达 29626 场；有 24 条社区院线参与

订购，达 17939 场。相较传统的农村院

线，虽然这两类院线订购体量占比不足

1%，但在拓展电影公共服务范围和扩

大农村电影市场化运作方面却能起到

积极作用。

校园放映作为公益电影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院线数量及订片量虽较农村

院线占比较小，但在拓展电影公共服务

范围和扩大农村电影市场化运作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开辟了校园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阵地和有效渠道。

政策方面，《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

教育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对于校园放映

的推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片源方面，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儿童片专

区”目前共收录近千部儿童题材影片，

可实现影片经营推广，促进各院线、放

映队对影片的订购以及主题活动的举

办。有了政策、片源两方面基础，各地

农村院线更应抓住机遇，切实开拓校园

放映市场，实现社会、经济两个效益的

双丰收。

社区院线则可着力推动按需放映的

服务机制，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灵活性，

解决农民工等特定群体看电影难的问

题，进一步为电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

添动能和潜力。

以深圳益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为例，采取免费公益和市场收费相结合

的方式，让劳务工享受基本的文化权

益。每年举办的迎新春电影慰问放映活

动，让在深圳市龙岗区工作和生活的广

大市民和来深建设者形成了在春节期间

观赏迎新春慰问电影文化大餐的习俗，

是龙岗区新春佳节群众参与度较高的传

统文化活动项目，也是深圳关爱行动迎

新春重要的文化项目之一。与此同时，

还在龙岗影城专门开设了“公益电影爱

心卡”专用通道，一年内每张“爱心卡”可

以使用 2 次，农民工凭该卡在任一时段

每次花上5元钱就可任意挑选观看2D或

3D 大片、新片，并利用农民工最喜欢和

最便捷的公众微信平台发布影片资讯，

开辟影评专栏等形式，努力使公益电影

惠及来深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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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迈进第十年 取得系列丰硕成果

院线订购影片TOP10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院线名称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

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永乐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辽宁新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订购影片
（部）

1832
1179
1170
1165
1149
1128
1055
951
931
925

提交订单数
（次）

682
2045
2689
829

3179
195
476

1078
679
966

订购场次
（场）

317499
186283
320180
36123

470031
261701
183696
33014

209231
20626

单部平均订购场次
（场/部）

173
158
273
31

409
232
174
35

224
22

放映点数量
（个）

1603
1151
2081
482

1561
2297
1768
2208
1477
411

2018/2017年院线订购前十对比

院线名称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辽宁新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中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烟台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8年订购场次（场）

470031
401649
320180
317499
261701
209231
197682
186283
183696
151184

名次

1
2
3
4
6
10
9
5
12
13

2017年订购场次（场）

469469
384283
361174
348968
315029
198126
202307
322285
148022
14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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