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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卷 心随影动
——“四史”教育电影党课活动启动仪式吉林长春举行

启动仪式上放映的影片是经

典老片《青春之歌》。在影片放映

前，长春市委党校党建党史教研

部博士后、副教授郑凯旋围绕“四

史 ”教 育 ，进 行 了 专 题 辅 导 和

讲解。

郑凯旋表示，《青春之歌》中

的女主角林道静出生于封建地主

家庭，作为五四运动后的新青年，

她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毅然与

自己的家庭决裂并走上一条寻求

真理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不

平坦，而是坎坷的、充满荆棘的，

她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很多的磨

难和挫折，但最后找到了自己的

人生归宿，树立了自己的信仰，实

现了从稚嫩的知识分子到共产主

义战士的转变。

郑凯旋在讲解中说：“林道静

所代表的其实是那个年代成千上

万的青年人，他们为了国家、为了

民族在呐喊，但是在黑暗当中，他

们找不到前行的方向，直到受到

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一步一步

加入到党组织当中，完成了这种

自我的救赎。”

“时至今日，战火硝烟已经逐

渐远去，社会繁荣发展，生活蒸蒸

日上，但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仍在征途，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方兴未艾。作为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共产

党员，我们应该继承革命先辈的

志向，立足于本职岗位，担当尽

责，兢兢业业，努力铸就属于我们

这代人的辉煌”。郑凯旋如是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

文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左衡

从时代背景、人物角色、主题思想

等方面为现场观众进行了影片

导赏。

左衡在导赏中分享道：“崔

嵬、陈怀皑两位导演对宏大历史

景观的处理游刃有余，对人物形

象和情绪的把控也细腻周到。影

片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华北平原就

像个舞台一样，在这里，城市和乡

村都不宁静，从书斋客厅到监狱

刑场，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他还坦言：“电影版《青春之

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

年之际的一部精品，它激励了无

数的知识青年，投身到建设新中

国的工作当中去，在今天，这部影

片还提醒我们，知识分子仍然必

须观照现实、关心社会、关怀人

性。”

影片放映后，启动仪式现场

还选取部分电影中入党宣誓的桥

段，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组织观

影 人 员 参 观 重 温 了 入 党 誓 词

展示。

至 此 ，“ 百 年 史 卷 心 随 影

动”——“四史”教育电影党课活

动正式启动。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上甘岭》（1956）

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林杉/曹欣/沙蒙/崔家骏

导演：沙蒙/林杉

主演：高保成/徐林格/张亮/刘玉

茹/刘磊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

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下

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

得胜利的故事。

《党的女儿》（1958）

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林杉

导演：林农

主演：李林/田华/陈戈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江西根据地笼罩在“白色恐

怖”中，共产党员玉梅带领人民群众

坚持斗争，最后为了掩护游击队员而

英勇就义的故事。

《解放了的中国》（1950）

出品：北京电影制片厂、莫斯科

高尔基电影制片厂

文学顾问：周立波

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

剧情简介：

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是由苏

联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合摄制的一

部较全面反映中国地理、历史、文化

以及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自由、求解

放进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第一部

彩色纪录影片。

《青春之歌》（1959）

出品：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杨沫

导演：崔嵬/陈怀皑

主演：谢芳/康泰/于洋/秦怡/于是之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知识女性林道静几

经周折与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

故事。

《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

出品：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

编剧：沈西蒙

导演：王苹/葛鑫

主演：徐林格/袁岳/廖有梁/刘鸿

声/陶玉玲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上海解放初期，负责

警卫上海南京路的解放军某部八连

的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抵制住资产

阶级思想的腐蚀，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的故事。

《柳堡的故事》（1957）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

编剧：黄宗江/胡石言

导演：王苹

主演：廖有梁/徐林格/陶玉玲/张
璋/康天申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

军某连的副班长李进与少女二妹子

产生了纯洁的爱情，经过指导员的帮

助教育，他们暂时搁置儿女情长，积

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小兵张嘎》（1963）

出品：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徐光耀

导演：崔嵬/欧阳红樱

主演：安吉斯/张莹/葛存壮/吴克

勤/王澍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

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

名名副其实的八路战士的故事。

《白毛女》（1950年）

出品：东北电影制片厂 1950 年

摄制

编剧：水华/王滨/杨润身

导演：王滨/水华

主演：田华/张守维/李百万/胡朋/
陈强/李壬林

剧情简介：

本片故事来源于一个富有传

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它借鉴同名

歌剧所长，富有民歌风味的韵词

和曲调。

《红色娘子军》（1961）

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

编剧：梁信

导演：谢晋

主演：祝希娟/王心刚/向梅/金乃

华/牛犇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

义战士的经历和海南红色娘子军的

战斗故事。

《闪闪的红星》（1974）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

编剧：王愿坚/陆柱国/李心田

导演：李俊/李昂

主演：祝新运/刘江/刘继忠/高保成

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在1930年至1939年

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

英雄潘冬子的故事。

《早春二月》（1963）

出品：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谢

铁骊

导演：谢铁骊

主演：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高博

剧情简介：

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

编，影片突破了戏剧式的叙事模式，

对多场景组合式的电影形式进行了

探索。

3 月 29日，由中国电影资料

馆、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主办，长

影文传公司承办的“百年史卷 心

随影动”——“四史”教育电影党课

活动启动仪式在吉林省长春市长

影电影院举行。

中共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明，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小

光，长影集团纪委书记、长影文传

公司执行董事冷国红以及长春市

宣传文化系统相关单位代表，各县

（市）区、开发区宣传部、党办、新闻

中心代表，长春各高校负责同志，

部分机关青年党员代表、高校青年

党员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启动

仪式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

玢主持。

赵明在致辞中说：“在中国共

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中央决定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我们

把电影党课作为学习教育的‘自

选动作’，这是一种带着长春记忆、

长春情结、长春希望并且独具特色

的教育方式。”

赵明还表示，希望通过电影党

课的开设，可以让广大党员尤其是

青年党员在电影中找到党的足迹，

找到党的百年辉煌，找到信仰之

根、精神之钙，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

张小光代表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对本次电

影党课活动的启动表示热烈祝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宣部的部署，目前各地都在

积极响应、精心筹划党史教育活

动。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联合中

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共同推出本次电影党课活动，

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电影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的

独特作用，用电影的方式庆祝党的

百年华诞。”

张小光还表示，中国电影资料

馆将以“四史”教育电影课和修复

经典影片的资源全力支持长春市

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希望未来

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协作，让电影

党课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学习教育

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据中国电影资料馆公共事业部

主任林思玮介绍，本次电影党课是

中国电影资料馆总结近年来利用红

色经典电影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经

验，选取了百余部反映“四史”内容

的经典影片，打造出集导赏短片和

修复影片于一体的电影课。

其中，为电影党课打造的导赏

短片由专家导师从多角度、多维度

展开讲解，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美

学阐释影史经典，呈现其社会学、

艺术学、文化学等多重意蕴，希望

能够带领观众深入了解影片的历

史背景、影史价值、艺术风格。

长春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张海泉告诉记者，在启动仪式后，

长春将针对重要时间节点，于 3 月

到 12 月分批次选取 50 部反映“四

史”历程和故事的经典影片，陆续

推出电影主题课程，通过与中国电

影资料馆的合作，采取聘请专家为

影片配制导赏、邀请党史专家进行

解读、情境互动等方式，从多个角

度、以多种手段重点介绍影片的历

史背景、影史价值、艺术风格。

目前首批片单已经出炉，其中

包括《上甘岭》、《党的女儿》、《解

放了的中国》、《青春之歌》、《霓虹

灯下的哨兵》、《柳堡的故事》、《小

兵张嘎》、《白毛女》、《红色娘子

军》、《闪闪的红星》、《早春二月》

等 20 部影片。

据张海泉介绍，在放映地点方

面，目前首批选定已拥有“人民院

线”影厅的长影电影院为合作单

位，后续批次如需要再扩大规模，

会将范围扩充至全市 21 家已有影

厅加入“人民院线”的影院。

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影

片，丰富电影党课的传播形式，在影

片放映前后，还会结合影片所反映

的不同历史时段，邀请部分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党史专家开展“四史”教

育专题辅导，打造出党员和群众喜

闻乐见的“四史”教育电影课。

同时，还将选取部分电影中经

典的桥段，通过 VR 技术做电影情

境再现，组织观影单位和人员进行

重温入党誓词、观后感分享等互动

活动。

而导赏短片和红色经典影片

合成的数字母版也可供影院等专

业放映场所放映，导赏短片还可拆

分为多段短视频，便于影院和使用

单位开展党课、思政教育及群众教

育活动。

此外，本次电影党课活动在运

营模式上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政

府包场、市场化运营等多种模式开

展活动。

一方面，将根据中央精神，结

合长春实际，选取适合影院，多方

合作，通过相关单位包场等形式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若干场“四史”教

育电影党课。

另一方面，由长影电影院通

过专业团队利用影院、博物馆、情

境式互动等方式进行电影党课活

动，以售票形式、采取惠民票价与

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

社会群体、组织个人开展市场化

观影活动。

◎用电影方式生动进行党史教育

◎电影党课共将有50部影片与观众见面
首批20部片单已出炉

◎部分展映影片信息

赵明 郑凯旋 左衡

宣誓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