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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好公益电影调查问卷
及时了解观众所想所盼

■文/肖 凯

据统计，截至9月17日，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
可供订购影片近 4500部，其中 2020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近150部。

上周有 31个省区市的 172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338部，共计

23 万余场。14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

百部，其中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

线、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订购影片均超 200
部。山东新农村院线回传放映场次

最多，回传数据 15986 场。今年是

“农村电影放映规范年”，越来越多

的观影群众参与到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组织的农村观众观影满意度

调查中，据统计，农村观众对战争、

喜剧、戏曲等题材影片较为喜爱，订

购也较多。同时，公示计划方面，上

周甘肃、山东、河北等地区填写较为

积极，陕西榆林院线、陕西世纪长安

院线填写数量增长较多，越来越多

的农村院线更加重视公示计划填写

工作，观影群众方便了解即将放映

影片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参与到影

片的选择中。

农村电影市场新增20部影片

上周农村电影市场新增《我要

我们在一起》、《嘻哈英雄》、《枣乡喜

事》（戏曲 渔鼓戏）等 20 部影片，其

中还包括讲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

浴血奋战的影片《钢铁战士》，以及

讲述上世纪我国某大型汽车制造厂

为摆脱困境，以汽车厂为首的领导

班子作出决定对产品进行革新和换

型改装，最终成功的影片《解放》。

上周，农村电影市场较受院线

和观众关注的故事片中，既有《扫

黑·决战》、《寒战2》、《除暴》、《你好，

李焕英》等现实题材影片，又有《金

刚川》、《打过长江去》、《举起手来》

等战争题材影片，还有《地雷战》、

《铁道游击队》等经典影片。数据表

明农村观众对于电影具有多题材、

多类型的观影需求，而农村电影市

场日益增长的各类影片可满足新时

期我国基层农村观众更加多元化的

文化需求。

同时，科教片方面，《错误饮酒

的危害》、《儿童步行交通安全》、《网

络诈骗防范常识》、《防范电话诈骗》

等宣传生活知识、交通安全、网络防

诈等方面的影片也较受各地农村院

线欢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在宣传

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法律

常识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庆祝建党百年公益放映活动

持续开展

近期，各地农村院线积极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和“四史”宣传教育，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公益放映活动，不断巩固庆

祝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

河北省邢台院线公司于今年初

筹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放映活动，确定围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开展放映工作的年

度计划，从5月到10月底，结合每晚

庆祝热点和每月主题庆祝活动，充

分发挥电影声光画的特殊艺术效果,
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

伟业的浓厚氛围。活动订购“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影片

展映展播”推荐影片 18 部，共计

22546场。

广西桂东院线公司在总结2021
年上半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电

影放映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把

红色电影放映与深入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及持续推进

“感党恩跟党走”主题系列活动深入

开展结合起来，再掀高潮。为持续

推进“红色电影大家看”活动，扩大

覆盖面，贺州市 50多支放映队深入

乡村、工地、社区、机关单位，放映场

次已达4731场。

保定锦绣院线紧紧围绕“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影片

展映”主题放映活动，通过悬挂横

幅、映前宣传、微信群转发、配合村

委会进行党史教育等有效手段，确

保了放映效果和放映质量，通过映

前为观影群众发放党旗国旗，组织

观映群众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主题歌曲，大力营造庆

祝建党百年浓厚气氛，使观影人数

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湖南株洲市委宣传部电影办启

动“奋斗百年路 永远跟党走”农村公

益电影优秀影片展映活动，将《我和

我的家乡》、《攀登者》、《烈火英雄》、

《夺冠》、《红海行动》等叫好又叫座

的优秀国产影片，纳入到公益电影

放映中，旨在用红色影片传递红色

文化，用红色人物弘扬红色精神，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偏远地

区群众也能享受到优质的电影资

源，截至目前，已放映公益电影

10487场。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2021年“农村电影放映观影行为及满

意度调查”自5月启动以来，各地电影管

理部门和农村电影院线积极组织，目前

已收到来自河北、山东、福建、浙江、北

京等30个省区市基层观众的反馈。

截至目前，调查问卷显示全国农

村电影观影满意度达到90%以上，观影

群众对公益电影放映满意度始终保持

较高水平。

2021 年，根据全国电影工作会议

精神，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强

化农村电影市场管理，通过“市场规范

年”活动、“放映计划公示”填报等工作

为抓手积极推行放映标准化规范化。

连续两年开展的“农村电影放映

观影行为及满意度调查”，就是积极探

索农村电影放映市场管理新模式，充

分发挥观影群众监督作用，规范农村

电影市场，塑造政府信得过、群众口碑

好、队伍自律强的农村放映工程形象

的配套重点工作之一。

2021 年农村观影满意度调查从 5
月持续至 12月 31日，覆盖全国各省区

市，农村、城市社区及厂矿、军营等开

展公益放映地区和单位的观众均可参

加，无论是儿童、少年、青年，还是中

年、老年朋友，都可以通过手机点击调

查问卷地址或扫描二维码进行填写。

相比较去年，今年增加了对“农村

电影放映社会效益”的调查内容，能够

更加全面了解观众朋友们对公益电影

的意见和态度，为各地电影主管部门、

农村院线进行更明确的观影行为偏好

分析、更精准的供需对接、更深入的绩

效量化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调查问卷的填写主要呈现以

下特点：

各地电影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层

层推进。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发布开展 2021 年度农

村观影满意度调查后，河北、北京、山

东、福建等地区的电影管理部门相关

负责人通过打电话、发通知等方式及

时将上述信息传达到所属农村院线、

电影服务站等，指导各院线、放映员做

好调查问卷的组织填写工作，层层传

导信息，做到通知全覆盖。

农村院线主动作为，积极组织填

写。如四川宜宾映三江院线在微信群

发放调查问卷，要求各区县管理站站

长及放映员在开展放映工作时让群众

填写，征求群众意见，回传信息，并认

真做好记录。河北邢台院线公司将调

查表发到各县站和放映员，245支放映

队在各村观影群里号召农民朋友积极

参与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填上去，表达

出来。各院线放映员手把手指导村民

填写调查问卷，出现了农民朋友踊跃

答卷，放映员热心指导的场面。

农民朋友普遍反映，会十分珍惜

这次下情上达的机会，把自己的真实

感受“写上去”，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

能再多放几场电影，多看几部好片。

“这样的问卷调查形式很好，手机

填写很方便，可以提出我们的观影需

求、说出我们的观影感受，想到以后能

看到自己喜欢和想看的影片就很激

动。”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汪家镇青山

村村民李安明欣喜地说。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放映员陈益

刚说：“通过指导观众填写调研问卷，

有利于我们和观众沟通交流，了解到

观众的观影喜好，放映观众喜闻乐见

的影片，观影人数增加了，也是对我们

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农村电影放映作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要内容,更是时代之需、使命所系、

群众所盼。通过观影满意度调查，深

入了解基层观众所想所盼，积极发挥

群众监督作用，不断探索新机制、新举

措，做好“规范年”各项工作，让人民群

众看到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优秀电

影，是建设好基层农村这块重要宣传

思想文化阵地，让广大公益电影工作

者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公益电

影放映更好成为弘扬我们党光荣传

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保定市锦秀院线多年来始

终坚持“抓服务、抓特色、抓宣传、抓成

效”的工作思路，全面推进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在 2021 年的放映工作

中，院线一班人结合实际，精心计划，预

案充足，方案可行，围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主题开展放映工

作，截至目前放映24053场，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年度放映任务的88.3%，有望在

10月15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放映任务。

根据2020年疫情对放映工作造成

的冲击，放映工作开展后，锦秀院线提

前为基层工作站发放 84 消毒液箱 24
箱（480公斤），口罩12000个；从关心放

映员的角度出发，还给放映员统一配

备人丹、风油精、清凉油、驱蚊药等药

物；2021年疫情期间，院线启动紧急预

案，放映工作暂停几天后，因消毒防疫

到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时间全面启动。

为切实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放映工作，院线公司共为基层

工作站发放党旗、国旗 30000 余面，通

过映前为观影群众发放党旗国旗，组

织观映群众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主题歌曲，大力营造庆祝

建党百年浓厚气氛，使观影人数数得

到了大幅度提升；院线今年更新后的

ECP-200激光放映机，更是将放映效果

做到了最佳，使农村群众真正享受到

了完美的视听效果。平均观影群众高

达每场380多人。

院线紧紧围绕中宣部数字电影节

目中心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主题放映活

动，以及河北省委宣传部开展的“永远

跟党走”——河北省主题展映活动”和

保定市委宣传部开展的“庆祝建党100
年，电影六进”、“跟着老电影学党史”

等主题放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映前

宣传、微信群转发、配合村委会进行党

史教育等有效手段，确保了放映效果

和放映质量；院线公司还组织开展了

映前建党百年知识 30 题有奖竞答，为

观众赠送小礼品活动，很大程度地提

高了观众的参与程度。通过观影学

史，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凝聚起“奋进

新征程·实现新跨越”的强大合力。

院线结合村委会组织基层群众进

行“2021年农村电影放映观影满意度”

调查300多次，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积极

参与，对保定市锦秀院线的公益电影

放映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很

多合理化建议。阜平北桑地支部书记

高作栋说：在建党百周年来临之际，通

过观影学史，让我更深入了解到了我

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而更加

坚定自己的初心，时刻牢记自己使命，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立足本职岗位，努

力学习和工作，尽自己所能为建设新

农村贡献一份力量。

（保定市锦秀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供稿）

河北保定市锦秀院线:
创新思路庆祝建党百年
求真务实推进公益放映

观影群众填写调查问卷

农村观众观影满意度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