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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25 日，“第

三届红色微电影盛典”推优晚会将在

巍巍大别山下——安徽省六安市再

次迎来华丽绽放。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安徽省委网信办、安徽省广播电

视局、安徽省电影局、安徽广电传媒

产业集团、六安市人民政府主办，六

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徽电影集团承

办的“红色微电影盛典”至今已成功

举办第三届，活动意义深刻、影响深

远，己在全国微电影行业内具有一定

影响力。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

思源，不忘初心。一部部充满正能

量、富有感染力的微电影，旨在讲好

新时代的红色故事，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砥砺前行

弦歌不辍，泱泱华夏薪火相传；

筚路蓝缕，红色记忆历久弥新。六

安市金寨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的重

要 策 源 地 ，人 民 军 队 的 重 要 发 源

地。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考察金寨时满怀深情地说“一寸山

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红色

微电影盛典就此走进了美丽的大别

山腹地——中国六安。它是红四方

面军主要诞生地，是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核心区。从农民武装起义到

建立苏维埃政权，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到新中国诞生，六安英雄儿女用

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

章，诞生了全国两大将军县，走出了

1 主力红军队伍和洪学智、皮定均等

108 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红军的故

乡、将军的摇篮”。

2017 年 12 月 24 日，首届中国红

色微电影盛典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召开，掀起了国内首次

“红色微电影”的关注热潮。2018 年

6 月 28 日，盛典颁奖典礼在六安金

寨隆重举行。2019 年，恰逢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为了更

好地推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的文艺精品创作，增强群众爱国热

情，红色微电影盛典于 5 月 16 日再

次走进六安金寨，再次揭开了第二

届的序幕。“幕后花絮忽略不计，红

色的春泥可歌可泣”，红色微电影盛

典主题曲《红色记忆》MV 在此期间

创作完成。歌曲旋律优美、脍炙人

口，画面震撼人心，荡涤沧桑岁月，

战火硝烟已尽，歌颂了人们对这片

热土仍然寄以深厚的感情，展现了

六安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的巨大成

果以及新时代的奋斗精神。该曲在

全网各大音乐平台发布，广为流传。

加油！红色热土

2020 年 6 月 28 日，第三届红色微

电影盛典正式启动。本届活动更是在

往届微电影竞赛单元的基础上，特设

“加油！红色热土”短视频竞赛单元：

是为赋有热血和力量的中国土地鼓舞

人心，更是为以六安为代表的革命老

区摆脱贫困加油助力。该单元充分利

用移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高效传播

属性，鼓励全国人民创作“疫情防控、

抗洪扶贫”等正能量短视频作品，共

同为全国打赢防疫阻击战和脱贫攻坚

战凝聚力量。在活动宣传上充分融合

发挥主流媒体与流量平台的双重价

值，为品牌效益赋能，为红色文化释放

力量。

红色盛典华丽绽放，相聚六安

12 月 25 日，第三届红色微电影

盛典推优晚会将在安徽省六安市举

行。历经 3 个月的全网征集，至投稿

截止日，本届盛典共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大专院校、影视制作机构、文化、卫

生、旅游、公安、交警等系统，以及人

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各行各业单位和

个人的投稿作品共 4446 部作品，其

中微电影作品 527 部，短视频作品

3919 部，抖音平台短视频总播放量

1.7 亿，话题总曝光量突破 1000 多万

人次。通过终评委严格筛选，最终从

入围的 60 部微电影和 40 部短视频中

角逐出“最佳微电影”和“最佳短视

频”，将在推优晚会现场公布表彰。

本届推优晚会星光璀璨、亮点纷

呈，迎合时代主题，形式推陈致新，

主要内容以作品表彰、文艺演出、

嘉宾访谈等板块构成。由安徽广

播电视台著名导演耿小强执导，安

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小川主持，

拟邀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

作委员会副会长、国家一级演员贾

冰作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大使为活

动造势，电视剧《国家情怀》剧组的

导演王伟明、刘海涛，著名演员印

小天、傅晶、冯国强、胡可、谭洋等

现场助阵。届时，将为全国观众带

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红色文化视听

盛宴。

巍巍大别山下，英雄从未远去，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愈久愈烈。红

色微电影盛典组委会将以铭记光辉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为引领，立足红

色六安，持续打造以中国六安为代

表的红色文化传播平台，引导更多

的影视创作者聚焦革命老区、传递

红色精神，创作、生产更多优质影视

作品，把红色微电影盛典品牌发扬

光大，以品牌活动助力活动主办地又

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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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经陕西省委宣传部、

省电影局、省民政厅批准，陕西省电影

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正式成立。

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陕

西省电影局局长王吉德在致辞中表

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广大电影工作者抢抓机遇、埋头苦

干，推动陕西电影重新焕发生机、持续

繁荣发展。截至目前，全省有影视机

构 1400余家，城市影院 350家，院线公

司 13家；电影行业从业人员达到 10万

人；电影产量稳居西部第一、全国前

列。”

据悉，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是由

陕西省电影行业中从事电影制作、发

行、放映的企业自愿共同发起成立的

全省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

织。以西影集团、光中影视集团为牵

头发起单位，涵盖了陕西省各地市电

影拍摄、制作、发行、放映的主要企

业。协会由秘书处和11个专业委员会

组成。经过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赵安当选会长，付发学、魏扬青、

沈亚荣、李爱民、李伟、杨林、鲁涛、段

鹏、李军练、王冰峰、强轩、张奇当选副

会长，董勇民当选监事长，付发学当选

秘书长。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灯塔研究院联合毒

眸发布了《2020 中国电影市场用户报

告》，对这个特殊年份的市场表现和用户

行为进行洞察分析，并且以春节档为样

本，将研究视角投向电影市场的未来。

阿里影业灯塔整合营销平台总经

理袁娟表示，多元内容的供给恢复、营

销方式的迭代革新，以及多元宣发策

略的实施，将带动观众全面回归影院，

推动中国电影重攀高峰。

灯塔报告预测，2020 年全年票房

将达 200 亿元。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中国电影市场在 7月 20日重启，开

业影城和上映新片数量逐渐上升，年

票房在 10月份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

一票仓。

从复工首月数据来看，最先回到

影院的是资深观影用户。灯塔报告显

示：2020 年复工首月的观影用户，在

2019的人均观影频次为同期大盘人群

的3倍。复工后的观影用户中，对于战

争、犯罪和文艺片的“回归率”最高。

而随着《拆弹专家2》、《新神榜：哪吒重

生》和《外太空的莫扎特》等一批新片

的上映，“港片”、动画和科幻的影迷也

将大批回归影院。

另一方面，新入场的用户也在增

多。从 2020全年来看，20岁以下新用

户的比例相较于 2018年上涨了 7个百

分点，而《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中对于

“拉新”比例更是高达 48%。灯塔报告

对于这部“爆款”影片进行了营销案例

分析，认为其从试映会到数据决策，再

到短视频+直播的强转化效果，通过一

整套数字化营销的加持，最终打破七

夕档单片票房纪录。

新营销是2020年的关键词，“短视

频+直播”成为了头部影片的宣发标

配。灯塔报告显示，这一年中的直播

带票拉动了四分之一的新观影用户，

“TOP10”影片中有 8 部都使用了直播

售票；同时，视频物料的形式也在切合

营销渠道的需要，官方视频正在逐渐

由横屏转为竖屏。复工以后，影片相

关物料在短视频平台的各项表现均有

大幅提升。

即将到来的春节档，将是全面拉

动电影市场的关键时段。2018、2019

年春节档票房分别达到57.7亿、59亿，

两年各诞生了三部“15 亿+”的影片。

另外从近三年数据来看，每逢春节档，

都有近 15%的票房占比从一二线城市

下沉至三四线。春节档仍将是票房极

速释放的最佳档期。

灯塔报告对过去三年的春节档头

部影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TOP3影

片占据了 80%票房，同时每年都呈现

“3+1”局势，即春节档只有 3部大片和

1 部动画片能坐稳牌桌；而且，每年春

节档第一名都占据档期三分之一票

房，第二名占据四分之一，第三名则占

据五分之一，这也成为了每年固定上

演的“一二三/三四五”定律。

2021春节档同样将有多部佳片登

场。从目前的“想看”数据维度来看，

《唐人街探案 3》凭借超强的热度已基

本宣告坐稳“3+1”中的一席，此外《刺

杀小说家》、《新神榜：哪吒重生》、《侍

神令》、《你好，李焕英》、《熊出没·狂野

大陆》、《人潮汹涌》等多元题材类型影

片将展开角逐，共同陪伴观影用户迎

接中国电影的又一个春天。 （赵丽）

本报讯 日前，“清气满钱塘”第二

届“玉琮杯”清廉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

奖活动在杭州大剧院举行。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微电影类金

银铜奖、优秀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

演奖与微视频类金银铜奖、优秀奖、最

佳创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逐一揭晓。

由浙江省建德市纪委市监委、建

德市杨村桥镇党委政府制作的参赛作

品《72 小时》成为最大赢家，一举斩获

微电影类金奖以及最佳编剧奖。该片

讲述了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防疫物

资生产困难、时间紧迫，72小时、120万

只口罩，党员干部是如何顶住压力，完

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浙江省乔司

监狱报送的《吾心安处》获微电影类最

佳导演奖。由黑龙江省纪委省监委、

黑龙江省虎林市纪委市监委报送的

《拜年》荣获微视频类金奖。

据悉，本届大赛从今年5月正式启

动，共收到参赛作品 852部，其中微电

影作品 243 部、微视频作品 609 部，参

赛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相较于上一届，作品数量同比增

长150%，辐射面更广，影响力更大。

“我惊喜地从两届‘玉琮杯’中看

到了许多积极变化：投稿地域越来越

广、作品质量越来越高。许多地区还

开辟了分赛区，优中选优来参赛，甚至

不少导演已经达到了拍摄大电影的专

业水准。”两届“玉琮杯”评委会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连续十二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主任康健民

认为，从首届的 23个省市自治区到第

二届的全覆盖，虽然数字只相差了 8
个，折射出的却是全国各地对清廉文

化的重视。清廉主题的微电影微视频

与传统的商业电影相比较，更具教育

意义；与传统的清廉文化载体相比较，

更具传播力，用微电影微视频来诠释

清廉文化的形式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玉琮杯”清廉微电影微视频大赛

是建设清廉浙江、传播清廉文化的具

体实践，是浙江省清廉文化活动的重

要赛事之一，更是一场全国性清廉微

电影微视频创作的大动员、大比武。

大赛于 2019 年诞生，今年是第二届。

值得一提的是，大赛以良渚玉琮为奖

杯，并突出“清气满钱塘”主题，寓意广

大党员干部要守纪律、循规矩、成方

圆，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本届大赛由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社、浙江省纪委省监委、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杭州市纪委市监委、中共杭州市

余杭区委主办，余杭区纪委区监委、浙

江省电影家协会微电影专业委员会、

浙江法制报社承办。 （林琳）

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揭牌成立

阿里影业灯塔发布2020电影市场报告

第二届“玉琮杯”清廉微电影微视频大赛杭州落幕

本报讯“其实，圣诞的第 100件浪

漫小事，就是和你去看《明天你是否依

然爱我》。”近日，爱情电影《明天你是

否依然爱我》发布“圣诞 100件浪漫小

事”特辑与“牵手”主题海报。

在电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首

度曝光的“圣诞的 100件浪漫小事”特

辑中，随机采访到的普通人真实分享

了属于自己的圣诞节故事。特辑中的

一对跨时空看电影的情侣让人印象深

刻，因为是异地恋，两个人买了同一部

电影同一个时间相领的两个座位，就

仿佛对方就在自己触手可及的身边。

电影中，赵希曼和费力用浪漫、甜

蜜的互动带领观众感受到了爱情最纯

真的样子。杨颖回想起影片中的浪漫

场景倾情推荐道：“如果你觉得生活中

有很多不如意与疲惫，想找到那份专

属的甜蜜爱情，那么你应该和喜欢的

人一起看这部电影，赵希曼和费力的

故事可以带给你温暖、平静与浪漫。”

该片由刘开珞担任总制片人，周

楠执导，杨颖、李鸿其领衔主演，影片

将于12月24日正式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在12月9日举办的“焕新·
无界”2020华人影业战略发布会上，由

不思凡编剧、导演、监制的动画电影

《大雨》公布首款海报。不思凡透露，

影片依然保有自己工作室“特有的趣

味”，并称电影将展现一个“原创的、完

全不同的世界”。

《大雨》是导演不思凡继 2017 年

《大护法》后，暌违三年带来的最新力

作，影片讲述了“孩子去寻找父亲的

冒险故事，冒险的过程贯串了雨前、

雨中、雨后”，更表示“冒险过程很梦

幻，其中所有个体的经历都波澜壮

阔”。

电影《大雨》由CMC Inc.华人文化

集团公司旗下今涂影业及旗下华人影

业保驾护航。

（杜思梦）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发布圣诞特辑

国产动画电影《大雨》首发海报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