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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将于9月下旬举办

《最后一次审判》在京举办剧本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26 日

举办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展示新时代中国

电影丰硕成果，搭建国际爱情电影交流平

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电影文化交流、

交往与合作，进一步彰显“庐山天下悠”品

牌魅力和美誉度，推动江西影视产业与旅游

产业的深度融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吴永明；中共九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潘熙宁；中共庐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

长，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甫勇；中共江

西省宣传部电影处处长赵卫萍等参加了发

布会。

吴永明在致辞中表示，电影产业是朝阳

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中国电影快速

发展，佳作迭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

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年龄，我们举办国际

爱情电影周，就是要在庐山展现人类最美好

的语言，向全世界共同的情感致敬。

吴永明表示，今年正值电影《庐山恋》首

映 40 周年，希望此次国际爱情电影周的举

办，能够助力庐山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

好爱情的圣地，加速推动庐山建设成为知名

的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李甫勇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庐山国际爱

情电影周能够打造为江西重要的文化品牌，

中国电影的一张名片，电影周的举办是对

《庐山恋》电影最好的纪念、最好的传承和

最好的开创。

据介绍，庐山是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文

化景观、是首批世界地质公园、首批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兼

具“人文圣山、世界景观、避暑胜地、风情小

镇”四大特质。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的举

办，将搭建国际爱情题材电影交流平台，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旨在服务电影产业创

新发展和深化“庐山天下悠”品牌打造，推

动影视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旨在促

进旅游与电影深度融合、惠民利民，打造全

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据悉，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电影

局）、中共九江市委、九江市人民政府、江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九江市委宣传

部、中共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委员会、庐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中共庐山市委、庐山

市人民政府、九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

局主办，新长城文旅集团、中国电影资料馆

承办，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协办。

（清清）

本报讯 由电影频道制作播出的《温暖有

光放映队》横贯祖国十省的光影之旅正在进

行时。近期，“温暖有光放映队”分别来到贵

州榕江和河南信阳新县，将电影和爱传递到

那里。

记录榕江幸福色彩

点亮侗寨脱贫致富路

伴着侗族大歌的优美韵律，林永健和

放映队队员任敏、杨伊琳，在深山侗寨看到

了蓝染技艺浸出的幸福色彩，听到了“体操

之乡”拼搏不停的呐喊口号，更感受到了返

乡赤子毅然承继传统的恋乡情浓。

“去年只有 50 亩左右，县政府带头种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回想往昔，倚山人手

工作坊主理人杨成兰满是感慨。2016 年 3
月，她辞去贵州民族大学教职工作，在丈夫

陪伴下毅然回到家乡，开启一段属于自己、

更属于榕江县丰登村的创业故事。

曾经只有猪圈“驻扎”的荒坡，而今已

被杨成兰改造为木房林立的蓝染工作坊。

一节蓝染“通识课”上，孩子们在她带领下

认识了可染用的板蓝根枝叶，“温暖有光放

映队”队员们也用这“大自然的颜色”实现

了染色初体验。

尽管已离开大学课堂，可大家口中的

“兰兰姐姐”依旧透过教习蓝染技艺，在家

乡孩童、尤其是留守儿童身上诠释着教育

的意义。“看到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

慢慢失去了、没有人去传承了，个人觉得非

常非常可惜。”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杨成兰的创

业项目自然也担负着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

责任。途中，“温暖有光放映队”见证了其

中的感动时刻：此前只当织布是自家供给

的一位老人，靠居家织造的布匹赚来了

3300 元工资，“辛苦都值了。”

染料种植、手工织造、布匹染色……全

产业链推进下，包括众多留守老人在内的

当地 300 余人实现就业，早早吃上了庆贺

脱贫的“年薪饭”。与此同时，纵深的发展

前景及免费的技术培训也让村里更多的年

轻人自愿留下来传承手艺。而日本、韩国、

意大利等国源源不断的订单，更令榕江蓝

染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和杨成兰一样重回大山的，还有榕江

县体育训练中心体操项目总教练魏红。

为托起新一代体操少年飞出大山的希

望，魏红在 2008 年大学毕业后便选择回乡

工作。即便要面对与在上海生活的丈夫长

年两地分居的残酷现实，她从不后悔自己

这份“任性”却伟大的选择。“体育，对于我

们这种从大山里面出来的孩子，真的有非

常非常大的帮助。”

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每年在本级彩

票公益金中安排 5000 万元用于实施“雪炭

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援建综合性公共体育

设施，加快贫困地区体育建设和体育事业

发展。

“体操这个项目，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

可能学不起，而有了体彩公益金的免费支

持，大山里的孩子也能走出去。”在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下，这里的娃娃们从小就享受

着免费的“公益体操课”。发展体操启蒙教

育，不仅能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还是一个让

山里孩子走出去，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给

贫困家庭带来了更多希望。

伴着榕江每一代少年远飞的，永远都

有侗族大歌的动人旋律。在加所村，“温暖

有光放映队”现场聆听着侗族大歌代表性

传承人、被尊为“歌师”的胡官美老人的动

情吟唱，纷纷沉醉于那饱含生活情致的声

音世界。

在林永健看来，既是民族的、又属于世

界的侗族大歌，恰恰代表并引领着榕江无

论物质还是文化层面脱贫致富、奔向小康

的精神——这与近年来不断以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走出去”、同时以现代化制作手段

被 世 界 影 迷 广 泛 接 受 的 中 国 电 影 不 谋

而合。

侗族人有句老话：歌养心，饭养生。夜

幕低垂，“吃相思”长桌宴随着《拦路歌》的

迎客气氛开席，“温暖有光放映队”所精心

准备的电影《大鱼海棠》也准时放映。

红色基因文体传承

《温暖有光放映队》践行大别山精神

日前，而在大别山精神感召下，“温暖有

光放映队”队长林永健与队员丁柳元、孙甜

甜，以文体层面的红色延伸为这次捐赠注入

新的时代力量——寻访革命故事传承人的旅

程，温暖有光。

“来到革命老区，我总是觉得要把这种精

神传送下去、传扬下去，这可能对下一代更

有帮助一些。”面对鄂豫皖苏区将帅馆雄壮

的“将星璀璨”铜雕，林永健下定传承历代英

烈铸就的大别山精神的决心，旋即与曾塑造

江姐等女英雄形象的丁柳元一道开启红色故

事讲述者探寻之旅。

最终，一路见证新县美丽乡村新面貌的

“温暖有光放映队”不负众望，成功将两位

“有故事”的英雄后人——吴世友与刘小妹请

到孩子身边。在新县箭河乡红色历史悠久的

列宁小学，“温暖有光放映队”新晋队员孙甜

甜正式“报到”。

而与列宁小学曾经“边教学边劳动”的教

育理念相似，新县也将已建成的省级青少年

户外活动营地与耕地及山林相连，令孩子们

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也能不忘来时路、亲近大

自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穿新县山

林的登山步道，不仅连接着这里几乎所有红

色美景，更托起强健老区人民身体的踏实梦

想。在体彩公益金资助下，新县登山步道已

修到第三期，全长 300 余公里，令“挺进大别

山”之行在新时代更加便捷。

为贴近体育所呼应的大别山精神，“温暖

有光放映队”特别选取了作为河南名片的电

影《少林寺》。据了解，从新县走出的开国上

将许世友也曾在少林寺中习武。带有中国传

统体育特色的武术，在当下仍不断将“坚守

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

别山精神代代传扬。

（林琳）

本报讯 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北

京六易九章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泰安凤凰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法治题

材影片《最后一次审判》，近日在京举办剧本

研讨会。

影片通过讲述一名扎根基层、即将退休

的人民法官在办理最后一起案件时，坚持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感人事迹，展现了

新时代人民法官的职业荣誉感和践行“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方面的积极努力。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作家》杂

志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本片的思想性、艺术

性、专业性和社会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会

专家普遍认为，该影片关注现实生活、贴近

当下社会，坚持把社会效益、价值引领放在

首位，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向观众传递

了正确的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在艺术风格

上富于地域民俗和风土人情，有细微深入的

人性观察和人情体察。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还对剧本创作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尤其需

要在艺术把握和人物塑造上进行调整和

完善。

研讨会上，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社长

倪寿明对影片下一步拍摄制作提出了要

求。据悉，影片将于近期在山东省新泰市开

机。 （陈雨人）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电影复工复产工

作培训班举行。会上，浙江省公益法律服务

电影行业顾问团正式成立。浙江省各地宣

传部分管电影负责人，省电影放映协会负责

人，浙江五条院线（横店、时代、星光、雁荡、

博纳）的法务人员，各地国有电影公司、主要

影管共150余人参加了本次成立仪式。

浙江省公益法律服务电影行业顾问团

是浙江省电影局联合浙江省律师协会、浙江

省电影放映协会等共同成立的，致力于开展

系列公益法律服务，为电影行业排忧解难，

维护电影行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经营

环境。

成立仪式上，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常务

副会长许劲峰对当前的电影市场形势作了

分析，同时呼吁浙江电影行业的从业人员，

在各级电影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遵循复工复

产的指导意见，在不断完善电影院常态化疫

情防控机制基础上努力奋进，自觉当好“重

要窗口”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展示者。

浙江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唐国华介绍，接

下来省律师协会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开展重

点工作：一是协助电影行业妥善处理疫情期

间各类纠纷，助力复工复产。二是加强合

作，做好常态化企业法律服务工作和专项

法务。

当天下午，来自浙江省律师协会的律师

分别就“疫情常态化影院雇工对策”和“影视

业行业的股权融资途径”做了专题讲座。讲

座后的互动环节中，为来自院线、影管和影

院的代表就疫情期间影院房租减免、影院广

告合同、放映故障观众赔付等问题进行现场

答疑，气氛活跃。据悉，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每半年一期，共分三期，第一期活动已经火

热开展，剩余两期将在明后年进行。

（影子）

记录榕江特色、践行大别山精神

《温暖有光放映队》走进黔豫两地

浙江成立公益法律服务电影行业顾问团

本报讯 9 月 14 日，由泰安市岳华影视

有限公司等出品的励志电影《你的青春在

哪里》开机仪式新闻发布会在山东泰安举

行。影片总顾问、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

董事长亓玉政，制片人郑觉，导演刘小

浩，主演李崇霄、秦卫东、张春年、张珺等

主创亮相发布会。

泰山索道是中国第一条客运索道，献

礼建党 100 周年影片《你的青春在哪里》

是第一部再现泰山索道建设过程的院线

电影。影片全部在泰山实景拍摄，围绕赵

书年、赵天途父子两代人建设祖国和家乡

的奋斗历程展开。

1982 年，在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的

情况下，赵书年挑大梁担纲泰山索道建设

工程师。赵书年面对着种种困难，其中第

一条拦路虎就是器材运送——大多数建

设索道必需的重型设备及器材，都需要挑

山工以人力挑到山顶。一开始，德高望重

的老挑夫队长张荣昌认为修索道会端了

泰山挑山工传承几百年的饭碗，拒绝与赵

书年合作。可在亲眼目睹孩子踩空滚石

梯的险情后，张荣昌深受触动，意识到索

道兴建的意义。为了国家人民大义，张荣

昌、杨建海等挑山工决定牺牲自身利益，

组织附近多支挑山队的骨干，帮助赵书年

向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发起挑战。索道设

备运送攻坚组，没日没夜地泡在山上，探

路、测量、演算，最终攻克了一道道难题。

导演刘小浩曾参与《鬼吹灯之寻龙

诀》、《破晓徂徕山》、《世界屋脊的歌声》、

《南下》、《战地黄花》等影视作品的创作，

他对故乡泰山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们试

图以新时代的泰山精神、索道人精神主

题，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反

映火热的时代生活，并将正能量渗透入鲜

活的剧情之中，彰显泰山挑山工代代相传

的光荣传统，让影片展示出中国制造、中

国力量的光彩。”

刘小浩表示，《你的青春在哪里》聚焦

的是小人物和大情怀、小家和大家、牺牲

小我和成就大我的关系。“挑山工是传承

多年的职业，很多住在泰山脚下的人都以

此谋生。泰山挑山工群体为了社会经济

的发展，不惜砸了自己饭碗也要协助建设

索道，这种造福老百姓、成就更多人的精

神，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郑觉坦言，《你的青春在哪里》是一部

充满正能量的电影，“影片呈现的是索道

建设者的青春故事，也希望当下的年轻人

在看完影片后能有所反思、能反问自己：

‘我’的青春在哪里？”

李崇霄饰演的角色赵书年的原型，是

我国“索道之父”郭振东。李崇霄在探访

郭振东时了解到，泰山索道始建于 1982
年，当时十分缺乏相关建设经验，也几乎

没有可借鉴的技术，建设者们完全依靠自

主研发建好了索道。“要再现这个‘人定

胜天’的建设过程，就需要尽可能还原上

世纪 80 年代的时代风貌和人物状态，并

借此展现‘泰山有顶我为峰’的建设精

神。”

张春年饰演老挑山队队长张荣昌，他

始终传承着老祖宗的挑山规矩，面对现代

科技的冲击，在新旧技术的碰撞间，张荣

昌经历了从抗拒到接受再到支持的过

程。秦卫东饰演的杨建海则是一线挑山

工的头领，为了完成角色塑造，他在一个

半月时间里减重 60 斤，力争从形到神都

向上世纪 80 年代的挑山工形象靠近。

“我们希望艺术化地将建设泰山索道

的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观众了解舍小家

为大家、勇往直前的泰山挑山工精神，借

此激励年轻一代为祖国的伟大复兴挥洒

热血、奋斗终身。”亓玉政如是说。

（姬政鹏）

再现泰山索道建设往事

《你的青春在哪里》山东泰安开机

影片导演刘小浩（左二）和主演李崇霄（左一）、秦卫东（右二）、张春年在开机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