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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云南等地

开展公益放映进校园活动

校园放映对于增强优秀国产

电影在校园思想文化阵地的传

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具有重要

意义。近期安徽、云南等地农村

院线组织放映队深入中小学校

进行电影放映，利用优秀影片进

行理想信念、革命传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等教育，不断增强教育活动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推进

“扫黄打非”进基层、进校园，云

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队到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扫黄打非”公益电影进校园放

映活动。正式影片放映前，工作

人员发放了“扫黄打非”宣传资

料和放映了科教片《扫黄打非警

示录》。随后，130余名师生观看

了影片《妈妈的神奇小子》，激励

学生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

挫折，以自力更生勇于挑战精神

活出精彩人生。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开展

“红色经典光影进校园”活动，放

映《我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

等优秀影片，拓宽校园德育美育

的工作形式，丰富学生业余文化

生活，达到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多部儿童百年百部

经典影片可供订购

近日，“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百

部经典”评选活动揭晓，经典影片

《大闹天宫》、《小兵张嘎》以及近

几年出品的《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大鱼海棠》、《皮皮鲁与鲁西

西之罐头小人》、《雄狮少年》、《封

神榜·杨戬》等影片均可在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订购。

目前，全国部分中小学已开

展了影视进校园教育，观看优秀

影片已经成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

修内容，要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

学期至少免费观看两次优秀影

片。为保障优秀片源，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也定期向影视制片

机构征集思想性、艺术性强，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符合青少

年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的优秀影

片，提供给农村、社区和校园院线

进行放映。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此前入围并提名第 74
届洛迦诺电影节的影片《不要再见

啊，鱼花塘》近日宣布定档 11 月 25
日。本片由牛小雨编剧并执导，叶

子、郑圣芝主演，作为青年导演牛小

雨的首部长片作品，影片以独特的

视听语言和富有想象力与梦幻色彩

的影像风格，于电影节收获一众

好评。

影片入梦版海报预告双发，海

报中主角叶子置于“湖底”仰望，犹

如沉入“记忆深渊”，同时，“鱼花

塘”的主要角色仿佛置于舞台悉数

登场。而一同曝光的预告，更是打

破了时空界限，以超现实的表达和

诗意的氛围，娓娓道出对故人的想

念与“告别”的不舍。

影片用新奇的视角和奇妙的呈

现，给大家带来了关于亲情、关于告

别的共鸣——极致的想念和执念，

让一个个物品、故事，幻化成梦境里

真实的人，在这场梦里迟迟不肯醒

来，只因可以在这场梦里，见到一直

思念的人。这部凭借着这份真挚和

独特浪漫的试听语言，打动了多个

电影节的评委与观众。曾入围第

74 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角逐当代

电影人单元金豹奖。演员海清曾在

沙龙分享会上表示：“能否将这些真

实的感悟外化表达出来，是非常珍

贵的创作。”

（花花）

本报讯 日前，会东县农村电影放

映服务中心持续开展“迎庆二十大

红色电影展”主题电影放映活动，活

动从 10月 15日启动并持续开展至 12
月底，全县 33 支放映队前往 20 个乡

镇 204个村（社区）的放映点，为广大

群众送去 290 余场红色电影，用光影

的形式营造热烈的庆祝氛围。

会东县农村电影放映服务中心

通过 DMCC APP 上“我想看”的影片，

精心挑选了《铁道飞虎》、《特警英

雄》、《红星照耀中国》、《地下尖兵》、

《打过长江去》等影片，按照不同乡

镇群众需求进行展映，“点映”模式

吸引了各村群众踊跃观影，大家纷

纷表示通过观影激发了爱国之心、

强国之志，今后更要努力奋斗，为乡

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接下来，会东县农村电影放映服

务中心将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工作主线，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创新公益电影

放映服务模式，强化公益电影放映

供给和保障，深深根植于街道社区

和乡镇，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文

化基础。

（稿件来源：凉山州农村电影放映

服务中心、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提高凉山州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服务质量，调动放映员学

习专业技能积极性，培养和选拔具

有高超技能水平、良好职业道德、理

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复合型放映人

才。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凉山州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技

能大赛于近期在西昌举办。

比赛全程严格按照凉山农村放

映员考试标准执行，邀请专业团队

参与此次试卷设计以及实操考试现

场布置，理论考试内容涵盖公益电

影政策、放映和音响设备基础知识

等基础理论，实际操作则按照“平时

用什么设备，培训就练什么设备”的

原则，对设备架设、系统调试、放映

操作、设备关机与整理、放映安全合

理 性 等 方 面 进 行 严 格 考 核 ，做 到

“考”以致用。

共有来自 17个县（市）的 34名放

映员参加比赛，选手在参赛前都进

行了集中技能培训。他们在比赛中

沉着应战，谨慎操作，发挥出最好水

平，经过激烈决逐，最终共有三个县

市、六名选手获得团体奖和个人奖。

本次比赛展现了凉山电影放映

员的职业精神风貌、争先创优的服

务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参赛选手表示，技能竞赛活动不仅

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展示本领、技能

比拼的平台，更为他们提供了相互

学习、交流和提高的机会。身为公

益电影人，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引，体现更高站位、更硬底气、更

严标准、更严举措，在推动中国电影

高质量发展中彰显凉山担当、彰显

凉山作为，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作出应有贡献。

（稿件来源：凉山州农村电影

放映服务中心、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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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迎庆二十大 红色电影展”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本报讯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

是国家推动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青阳县影剧公司高度重视，增强

做好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责任感、使

命感，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放映流程，

努力满足观众需求，切实提高放映水

平，圆满完成了 2022年放映工作。

影剧公司在年初精心制定实施

方案，组建 8支电影放映队，召开全县

公益电影放映会议曁业务培训，同时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多项主题电影放

映活动。

全年开展“迎新春文化惠民”电

影展映周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进校园活动、“扫黄打非”主题电影宣

传活动、“安全生产月”主题电影宣传

活动、庆“八一”送电影进军营活动以

及“喜迎二十大 光影颂征程”优秀影

片主题展映活动等，营造良好的社会

文化氛围，为助力乡村振兴做好宣传

工作。

2022年，青阳县影剧公司深入推

进农村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工作，放

映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累计在

全县 110个行政村放映公益电影 1322
场，观众达 29万余人次，超额完成了

全年电影放映任务目标，放映进度、

质量和新片率位居池州市第一，在服

务农村、惠民乐民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稿件来源：青阳县文化和旅游

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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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0余部，其中2021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268部。当周全国有23个省

区市的94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800部影片，共

4.2万余场。

订购方面，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

心表现最为突出，订购影片超300部。德州市众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以4260场排名订购第一。

故事片订购方面，《血战许昌》、《宋庄战斗》、

《浴血广昌》等战争题材排名靠前。此外，近期新

上平台的影片《狼群》、《独行月球》、《跨过鸭绿

江》也跻身排行榜前十。

科教片订购方面，《扫黄打非警示录》、《儿童

步行交通安全》订购排名靠前。

新片方面，《猎杀T34》、《与我跳舞》、《最好的

道别》、《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天之书》、《爱的

富硒泉》、《我的英雄》、《少年英雄董存瑞》、《证

明》等九部故事片登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