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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版权强国·电影艺

术家讲党课”暨版权合作签约活动在

沪举行。电影表演艺术家梁波罗、著

名作曲家徐景新，中国影协副主席、上

海影协主席任仲伦，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索来军，中国版

权保护中心党委副书记高烨，上海市

文联专职副主席韩陈青，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法律部主任那玲，上海电影家

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芸，上海

市文联社会服务处副处长李晓军，莘

庄工业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毕弘等

参加本次活动。

任仲伦表示，艺术家用他们一生

创作的作品凝聚了他们的经验和智

慧，这些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形成了产

品，这一产品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

保护。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不断努

力下，大家一定会更加尊重艺术家的

创作，更加尊重知识产权。

那玲说，上海既是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和伟大梦想的启航地，也是中

国电影的发祥地，在世界知识产权日

由老艺术家与新时代版权工作者对话

红色经典文化版权保护与传承，意义

非凡。赵芸表示，以电影党课的形式，

通过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宣传，加

强红色文化的传承。同时积极履行协

会对艺术家权益的维护，营造风清气

正的传播途径，做好事，办实事，为践

行“十四五”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而共

同努力。

电影表演艺术家梁波罗深情回顾

了60年前上映的经典影片《51号兵站》

的创作历程，讲述如何塑造我党地下工

作者既忠诚信仰又果敢智慧的精神风

采。曾为《难忘的战斗》等红色电影作

曲的著名作曲家徐景新通过讲述那些

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带领大家重温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的红色记忆。

结合“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

两位艺术家与主持嘉宾就如何保护红

色文化资源，如何从法律层面为红色经

典做好权利归属，同时捍卫老艺术家的

形象等话题进行了积极交流。

活动现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代

表与上海电影家协会代表、老艺术家

们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个人权利

及经典作品多维度全面保护合作意

向书。

在北京分会场上，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索来军总结说，两位老师授课非

常精彩，深深感受到红色经典文化的

魅力，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光

辉历程中的精神和力量。“我们有责任

也有义务将他们的精神传承并发扬下

去。发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作为国家

版权公共机构的职责和使命，持续推

动与上海电影协会合作伙伴的深入合

作，传承上海经典红色文化，弘扬新时

代革命精神，传播并发扬老艺术家们

的光辉事迹和卓越贡献。”

现场的 100 多位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青年党员代表们纷纷表示，电影党

课很生动，既立体呈现了我党的艰辛

历史和峥嵘岁月，也领略到老艺术家

们德艺双馨、艺术长青的本源和初

心。在与艺术家的互动中，大家更感

受到从红色文化资源中汲取的精神力

量，进一步坚定了保护红色文化资源、

弘扬红色文化基因、推进版权强国建

设的决心和信心。 （沪影）

电影频道充分利用海量电影版

权，精心策划推出“经典频传：看电

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活动，通过短

视频这种几何量级增长速度的传播

形式，红色经典可以寻找和受众对话

的最大公约数，进而真正与当代年轻

人做到心相通、情相连，在精神上产

生同频共振，真正感受到艺术的震

撼、灵魂的触动、思想的共鸣、精神的

升华。

据悉，短视频内容将围绕“银幕上

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

“难忘的旋律”、“银幕背后的故事”四个

系列展开，而短视频的拍摄及传播创

意手法，也在寻找最大受众公约数的

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增益。

此外，联合微博、中国电影博物

馆，电影频道将发起“为老电影画新海

报”特别活动，冀望借此契机丰富百部

经典影片的时代内涵。

与此同时，电影频道更力邀陈建

斌、董润年、丁晟、郭柯、韩可一、卢

庚戌、李蔚然、刘雨霖、吕聿来、滕华

涛、田羽生、俞白眉等十二位优秀导

演创作“光辉照我心”系列短片，即依

托这些影史佳作，通过经典复刻、主

题讲述等手法拍摄十二支短片，生动

展示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时代内

涵，力求用电影人的创意赓续党的红

色基因与精神谱系。

星辰大海，歌声给党听：

“电影党课”点燃青年学习热情

“党给了我信念、给了我光荣，让

我从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坚定的文

艺战士。”望着视频画面中质朴却坚定

的李玉梅，63年前在电影《党的女儿》

中塑造这一形象的表演艺术家田华仍

满怀激动，“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永远是党的女儿！”

同她一并亮相“经典频传：看电

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上线仪式现场

的，还有王晓棠、谢芳、金迪、张勇手、

陶玉玲、翟俊杰、张目、祝新运等前辈

艺术家。与曾经创作过的角色或影像

“同框”，这些华发满头的电影人同银

幕上的革命者一样，焕发出永恒的青

春激荡。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

醒剂、最好的营养剂，而中国电影又是

学习党史最生动、最形象、最感人的视

听教材。

借“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

列短视频活动这堂生动的电影党课，

前辈电影艺术家与青年演员间构建出

一道精神传承的桥梁。

受经典电影《渡江侦察记》激励，

青年电影人杜江不仅将微博名定为

“杜江侦察记”，更在从事电影表演事

业后积极投身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

作。“先辈的精神，永远会为一代又一

代的年轻人积蓄前行力量、照亮逐梦

前程。”

仪式之外，更多青年电影人正透

过网络的力量，让百部银幕经典所承

载的党史故事与党的精神继续传扬。

回想在讲述红军长征最壮烈一战

——湘江战役的电影《血战湘江》拍摄

经历，青年影人张一山仍感到分外骄

傲。透过影片精剪而来的短视频画

面，他还能感受到与角色共振的澎湃

激情，“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加入

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来。”

万众一心，接力联发。带着对激

荡故事与英雄人物的热爱，杨幂、迪丽

热巴、肖战、张哲瀚、龚俊、朱正廷、荣

梓杉等青年演员进行推介与分享。

据悉，电影频道“经典频传：看电

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活动，将自今年

4月起持续全年，继续以精品化、常态化

的形式，在各大新媒体平台陆续发布。

本报讯 日前，由徐峥监制，王放

放执导，孟美岐、夏雨领衔主演的电影

《我心飞扬》发布“出征”版海报，中国

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秦杉（夏雨 饰）为

即将出征赛场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杨帆

（孟美岐 饰）亲手带上头盔，眼神坚

毅，师徒二人为夺取冬奥首金做最后

冲刺。电影创作灵感源自中国运动员

冲击冬奥首金、为国争光的故事，将

于 2022 年 2 月 1 日大年初一上映。

2002年第19届盐湖城冬奥会上，

中国短道速滑队共获得 2 金 2 银 4 铜

的好成绩，打破了自1980年我国首次

出征冬奥会长达 22 年金牌为零的历

史。从此，五星红旗无数次在冬奥会

上空升起。2022 年 2 月 4 日，北京将

举办第24届冬奥会，再度向全世界证

明我们在冰雪赛场的不俗实力。《我心

飞扬》讲述的正是为实现冬奥金牌零

的突破，秦杉临危受命立志一雪前耻，

组建以杨帆为代表的中国短道速滑国

家队向金牌发起冲击的故事。

此次拥有超高人气的演员孟美岐

将在电影中饰演国家队短道速滑运动

员，代表中国征战冬奥赛场。实力派

演员夏雨倾情加盟饰演国家队主教

练。为了更好地诠释人物和贴合角

色，孟美岐和夏雨在剧组持续接受着

系统的专业训练。跑步、牵引、举重、

深蹲、腿部力量等常规体能训练必不

可少，更专业的冰上动作也在做好安

全措施的情况下，跟着教练反复练习、

下足功夫。戏里两人是师徒，戏外酷

爱运动的夏雨也热情地帮助孟美岐更

好地调整呼吸和控制节奏，配合格外

默契。目前，《我心飞扬》正在紧锣密

鼓的拍摄中，拍摄戏份也进入到高潮

阶段，戏中师徒俩开始向金牌发起全

力进攻，戏外一张“出征”海报也让所

有网友跟随中国队一起冲进赛场，勇

敢迎战。 （木夕）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海电影博物馆结合自身

丰富的馆藏资源和深厚的海派电影文

化，在党的百年诞辰来临前，推出“光

影初心 红色征途”主题活动，包含七

大红色项目：一批红色电影展映、一个

红色展览、一系列红色文创、一条馆内

红色参观路线、一条馆外红色微文旅

路线、一系列红色电影讲座、一系列红

色微课堂，电影博物馆用“七个一”喜

迎建党百年。

一批红色电影展映

让红色经典银幕重现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中，上海电

影人以虔诚的革命初心，见证、记

录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大

无畏的百年征程，留下了一大批至

今 依 旧 鼓 舞 人 心 的 红 色 经 典 影

片。这些影片本身就是生动的党

课，让过去的电影和当代的观众在

博物馆空间再次相遇，是极具仪式

感的红色教育。因此“电博”将推

出一批以上影出品为主的红色电

影展映，包括《走出西柏坡》、《开天

辟地》、《南昌起义》、《建党伟业》、

《红 色 娘 子 军》、《霓 虹 灯 下 的 哨

兵》、《东方红》等经典作品，其中音

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是今年最

新的 4K 修复版。

一个红色展览

让红色展品闪闪发光

作为一家藏品丰富的行业博物

馆，深挖这批藏品中的红色故事，

让沉淀于其中的红色文化资源活

起来，自然是“电博”工作的重中之

重。经过数月的藏品研究与策划，

“七一”前“电博”将以“星星之火，

生生不息”为主题，推出庆祝建党

百年的红色电影主题展览。展览

以“星火”汇聚成“烈火”为主题意

象，多维度、立体的表达对建党百

年的礼赞，通过一幕幕经典的人影

片段落，一句句引人共鸣的台词，

展现银幕上共产党员追求信仰、求

真务实的伟大形象；通过一件件生

产档案，一份份创作手稿，展现电

影人在创作中传承红色基因，不忘

初心的创作理念。

一条馆内红色参观路线

让光影交织革命初心

“不走寻常路”，在博物馆看展

也能别出心裁。“电博”在一万平方

米的展陈空间内，全新设计了一条

独特的、红色的馆内参观路线。该

路线精选了中国电影史上十部红

色主题电影，包括《风云儿女》、《南

昌起义》、《开天辟地》、《红色娘子

军》、《生死抉择》等，从《风云儿女》

的木壳摄像机到《南昌起义》的珍

贵剧照，从《开天辟地》的原版海报

到《红色娘子军》的拍摄道具等等，

通过馆内相关展品串联起一条电

影主题的红色观展路线。让观众

在光影交织中，重温党史故事、聆

听红色旋律、感受党的革命初心。

一条馆外红色微文旅路线

让红色征途历久弥新

谁说看展只能局限在博物馆美

术馆？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

的大都会，上海整个城市就是一座

诺大的博物馆。“电博”的城市文旅

项目“移动博物馆·Film Walker”还
专门推出了一条以“行走的微党课”

为特色的红色电影主题文旅线，让

大家更加真切的进入历史情境，回

到历史现场重温党史。这条路线在

梧桐树下的网红街区中，有机串联

起郑君里、孙道临、张瑞芳、赵丹、黄

宗英、张乐平等数十处影人故居，通

过馆藏随行、故居打卡、电影片段和

歌曲播放等联动形式，充分发挥“电

博”丰富的馆藏优势，带领观众用电

影的视角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在行

走中感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

一系列红色电影讲座

让影人讲述影史党史

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抓好教育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尤其是抓好青少年学习教

育，才能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上海电影博物馆今年的红色

社教也有大动作，“电博”以“初心·
电影人”为主题，5 月将推出一系列

红色电影讲座。届时众多革命先辈

的后人、电影艺术家及其后人、电影

专家学者，将汇聚在上海电影博物

馆共襄盛举，大家将结合党史、电影

史，家族或自身经历，和观众一起分

享经典红色电影背后的故事，畅谈

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变革，以及红色

电影背后的“攀登精神”。

一系列红色微课堂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上海电影博物馆作为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还专门针对孩

子们打造了两堂红色微课堂：“光

影奏华章，唱响新中国”和“从《三

毛流浪记》看新旧中国掠影”,深挖

馆内几件特定展品，见微知著，以

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红色

教育。“光影奏华章，唱响新中国”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结合博

物馆内“国歌诞生”这一展项，回顾

上海电影音乐的创作之路，了解

《义勇军进行曲》“唱响”新中国的

历程。“从《三毛流浪记》看新旧中

国掠影”结合博物馆内三毛展项和

电影放映，从漫画到电影作品，让

青少年全方位了解三毛这位红了

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以及三毛的创

作背景和时代的风云巨变。

一系列红色文创

让电影文化走进生活

红色文化只能正襟危坐用来学

习和教育？它其实还能成为一种年

轻的、文艺的生活方式融入青年人

的日常生活。上海电影博物馆就结

合馆内展品，以银幕革命者为串联

线索，围绕电影海报及生产档案资

料，以文艺、现代的设计语言，落地

成红色系列文创。该系列文创提炼

每部影片、每个历史节点的标志性

符号，以及每位革命者的特色和使

命，推出如时间之锁笔记本、纪念海

报、纪念胸针及相关配套包装等共

计二十余款产品，让红色文创设计

走进青年人的生活，成为建党百年

“正青春”的语言。

上海电影博物馆希望通过“七个

一”，让全社会一起感悟党的信仰之美

与使命之重、英雄之气与崇高之志、梦

想之力与时代之光。

（木夕）

本报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红

船》近日制作完成，并首次发布先导预告

片和主题海报。该片在浙江省委宣传部

的指导下，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浙

江影视集团、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华

夏电影、山东文旅投资集团等共同出品，

由杨扬任总制片人，叶进军任制片人，郑

重任总策划，黄亚洲编剧，沈东、王德庆

联合执导，侯京健、陈都灵、王志飞、张

桐、唐国强、余少群、俞灏明等联袂主演，

拟在今年“七一”之前全国公映。

“红船”是一条启蒙之船、理想之

船、奋斗之船、革命之船和复兴之船。

电影《红船》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红

船精神”为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

批中国共产党人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

故事为视角，准确演绎、全方位呈现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与历史必然性，从

原点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逻辑。

影片定位于更年轻化的叙事风格，

以青年毛泽东的视角与思想成长为主

线，把 100年前这批胸怀天下的 80、90
后的青春热血和理想情怀艺术化地展

现出来，通过全新的影像风格和镜头语

言还原这段观众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

使整部影片有理想、有温度、有力量，让

新时代的年轻观众找到共情与共鸣。

（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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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强国·电影艺术家讲党课”上海举行

宣传红色文化资源推进版权强国建设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红船》制作完成

《我心飞扬》发布“出征”海报
孟美岐夏雨“师徒热血出征”誓夺冬奥首金

（上接第1版）

“版权强国·电影艺术家讲党课”活动现场

“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短视频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