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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光影乐音 致敬建党百年
——“永远跟党走”红色电影音乐会陕西耀州首演纪实

5月13日晚，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中共铜川市耀州区委、铜川市耀州区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国家电影

专资办、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共同协办，

中国电影乐团承办的“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红色电影音乐

会”在陕西耀州首演。在北山锁钥、关辅

襟喉的革命根据地耀州，来自中影集团、

中国电影乐团的百余位文艺工作者与耀

州人民欢聚一堂，听红色音乐，学百年党

史，一起为党的百年华诞奉上炙热情怀，

在光影中回溯党百年历程上一幕幕感人

的奋斗瞬间，在乐声中聆听党百年征程

上一曲曲辉煌的动人诗篇。

“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红色电影音乐会不仅是中国电影集

团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组织开展“永

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

通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群众性“永远跟党走”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的实施；还是结合当前的党史学习教育，

在红色经典影片和歌曲中，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铭记党的光辉历史、传承党

的伟大红色基因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

活动。通过光影和音乐的澎湃力量激荡

灵魂、震撼内心，从而坚定“永远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转化为实际行

动，致敬党的百年华诞。

耀州，这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的革命热土，在 20世纪 30年代初，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就在这里创建了西北第一个山区革

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习近平总书记说：“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永

远跟党走”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红色电影音乐会将借助红色经典电影

光与影的艺术，唱响红色革命歌曲声与

乐的旋律，铭记党的伟大百年奋斗历程，

传承红色文化精神，重温党的感天动地

历史篇章，高举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伟大旗帜。

红色电影音乐会在恢宏雄壮的《东

方红》乐曲声中拉开序幕，“东方红，太阳

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

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彭丽嘉、王彤

彤、侯林林三位演员扮作陕北老乡和八

路军战士，用高亢激昂的信天游唱响质

朴的爱党之心……伊杨深沉的独唱《有

一天》将观众带入到了 1921 年，在歌声

中回到了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天辟地

的时代。岳璐、尹岚、王小莹、陈燕妮的

女声小组唱《八月桂花遍地开》，仿佛又

回到了在那个桂花遍地开的季节，中华

苏维埃的大地上，处处都能听到红军的

歌声。朱砂独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让观众再次感受了三军会师的喜

悦和欢腾。王小莹独唱的《南泥湾》重

现了延安军民热火朝天进行大生产，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反动派封锁的伟

大壮举。桑央嘉珠的小提琴独奏在交

响乐《江山如此多娇》的烘托下激荡人

心，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

联……无数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身影

历历在目。主持人生动讲述的中国电影

乐团诞生的故事，伴随着嘹亮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观众们仿佛又回到了，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打响的1946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朱烁

燃的《追寻》带着观众进入到了中国共产

党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二十八年浴血奋

战的峥嵘岁月。岳璐的《我的祖国》将全

场气氛拉向高潮，誓死保家卫国最可爱

的人把观众带入了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

月。电影《海霞》的主演吴海燕，年近七

旬，轻车简从，不带助理，乘坐普通舱只

身飞到陕北，连夜排练，抱病深情演唱

《渔家姑娘在海边》，优美的歌声将巾帼

不让须眉的渔家姑娘保卫国防——战斗

在海边的飒爽英姿再次呈现，深深感染

在场的每位观众。随着熟悉的旋律，王?
莹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将这首大家耳

熟能详献给伟大中国共产党的颂歌，在

迎接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再次倾情高歌。

陕北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颜丹晨、侯

林林朗诵的《回延安》带着观众从滔滔

的黄河，绵绵的延河，再到涓涓来的梁

家河，多少年，多少代，延安精神代代相

传。伊扬、陈燕妮的《我们的生活充满

阳光》把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的欢欣喜悦传

递给观众。2020 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让将近一亿的人口甩

掉了贫困的帽子，尹岚的《双脚踏上幸福

路》再次传达了中国农民彻底告别贫困，

踏上幸福征程的欢愉。周旋的《照金有

首歌》，把那段山木无言，艰苦卓绝的革

命故事穿越历史，熠熠生辉。晚会在整

个会场集体动情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

闭幕。

“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红色电影主题音乐会”在陕西

耀州首演结束后，还将在内蒙古科右中

旗、江西寻乌两地进行演出。通过“永远

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红

色电影主题音乐会”致敬中国共产党从

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

换地，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翻天覆地，以及

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脱贫攻坚、振兴乡

村在内所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以

此表达文艺工作者红心向党的一片赤

诚。

（作者为中影集团艺委会一级文学

编辑）

本报讯 5月17日，由冯小宁执

导的红色青春电影《永远是少年》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举行研讨会。

中国影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

少非，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等十多位专家

学者参加研讨，就影片的主题内

涵、艺术创新、时代价值等方面，与

主创进行深入交流互动。

研讨会现场，导演冯小宁谈到

创作初衷时感慨地说：“无数革命

英雄事迹让我深思，如何让他们的

事迹打动今天的年轻人。我要拍

电影，首先要我感动，再通过电影

的形式传达给我们一百年后的青

年，我想让他们回答，替我来回答，

到底是什么原因给了一百年前的

年轻人这么巨大的力量？”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赞扬了片

中传达出的精神气质。闫少非从

视听语言的角度分析，认为影片

的镜头语言运用得非常好。仲呈

祥表示，我们对党史的学习，通过

电影、电视剧的形式来引领人民

感悟学习党的历史，《永远是少

年》完全是一种新的开局。尹鸿

认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塑造英

雄、表现英雄，但是《永远是少

年》重在回答他们的信仰来自哪

里，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在那样

一个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离开

自己的家庭和生存环境，愿意去

选择牺牲、选择信仰，这是《永远

是少年》特别独特的地方。《人民

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评价，该

片现实性、教育性强，在表达上也

有它的特点，轻情节、重情感，同

时在审美上给人很强烈的感觉，

表达的主题很重、表现主旨的方

式很巧。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

视创作领导小组电影组成员郭志

刚说，《永远是少年》讲出了百年

前年轻人的信仰和追求，能够

引发当代年轻人的思考。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

影片提出了大问题，有大历史

的感觉，冯小宁导演把自己的

思考很好地融入了作品之中。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

主 任 宋 智 勤 称 赞 影 片 主 题 鲜

明、视角独特、叙事流畅、风格

大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

副会长张卫以诗的风格、诗的

叙事、诗的节奏总结了该片对

于主旋律电影美学探索的积极

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副所长赵卫防则从“生态性”视

角观察影片对信仰的力量、信

仰的美好所做的注脚。《光明日

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认为

这部电影独辟蹊径，从小人物

群像的叙事出发，结合了青春

偶像剧的浪漫气质，凸显了当

代价值。《电影艺术》主编谭政

赞赏导演用诗意唯美的画面对

革命者进行致敬，冲击特别强。

出品方代表陕文投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勇说：“围绕建党一

百周年，各方面都在创作红色题材

影视作品，我们也参与或主导了

《霓裳》、《啊！摇篮》、《中国制造》

等电视剧。《永远是少年》是我们围

绕建党一百周年主题创作的新片，

冯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创作过程

中方方面面也都给予充分的指导，

所以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呈现。最

近在一些大学做了观影活动，青年

大学生反响热烈，这给了我们更多

的市场信心。”

《永远是少年》由陕西省委宣

传部、团中央宣传部、共青团陕西

省委、中华文化促进会家族文化委

员会、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等

单位指导，入选中国文联全国中青

年文艺领军人才重点扶持项目、中

国文学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影片由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

有限公司联合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炎黄宗源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视听科技有限公司、西部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等公司共同出品，已于 5月 15
日全国公映。

（李佳蕾）

本报讯 5 月 12 日，“光影里的

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优秀影片展映暨海报展在青岛

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启幕，将通过

集中展映红色优秀影片、展出经典

红色主题影片海报等方式，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了解党的百

年奋斗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精

神力量。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

活动现场，由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精心选取，反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和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100
幅优秀国产影片海报通过“敢教日

月换新天”、“雄关漫道真如铁”、

“弄潮儿向涛头立”、“长风破浪会

有时”等四个篇章展出。同时，现

场还观看了“光影里的旗帜”建党

百年红色影片片花集锦及露天电

影《血战湘江》，重温红色记忆，感

悟革命精神。

活动仪式上，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会长饶曙光以电影人身份与观

众分享光影中记录下的百年党

史。他表示，中国电影作为学习党

史最生动、最形象、最感人的视听

教材，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见

证者、参与者、记录者、推动者和传

播者，此次展映意义重大。

在经典影片《青春之歌》中扮

演女主角林道静的中国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家谢芳分享了心得感悟，

并与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张

目、青年歌唱演员金霖共同演唱了

《青春之歌》主题曲《五月的鲜花》，

熟悉的旋律唤醒了大家悠远的记

忆。曾多次在主旋律影片中扮演

毛主席的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王霙以一首诗朗诵《沁园春·
雪》，让人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人“欲

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和对革

命胜利的无限信心，激励青年一代

坚定四个自信，不负青春、不负韶

华、不负时代。

据悉，“光影里的旗帜”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

映包括露天电影放映、纪念建党百

年经典电影主题教育“六进”活动、

优秀共产党员银幕形象走基层活

动三大部分，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其中，露天电影放映将东方影都广

场作为展映主会场，每逢节假日及

周末进行优秀电影公益展映，邀请

党校老师、党史专家以及电影主创

人员与观众见面并做主题分享；纪

念建党百年经典电影主题教育“六

进”（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校

园、进园区、进景区）活动将与“农

村电影放映”活动相结合，计划覆

盖 1000个社区、100家企业、100所

中小学、20家景区，放映 1万场次；

“光影里的旗帜”优秀共产党员银

幕形象走基层活动将在 2021 青岛

国际影视博览会期间举办，结合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优秀共产党员银

幕形象推选活动”，优选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重要影片，在青岛

市部分影院及“六进”场所进行集

中展映，邀请优秀共产党员银幕形

象表演者与观众见面，并做主题分

享。

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密德生表示：“此次活动的

举办，是青岛西海岸新区创新党史

学习教育的新方式，也是新区开展

‘跟着电影学党史’活动的有效载

体，通过露天电影放映与电影海报

展览结合的新形式，为党员干部打

造党史学习教育平台，让红色电影

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红

色影片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昂扬姿

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姬政鹏）

本报讯“我看过《刑场上的婚礼》，

《小兵张嘎》里的嘎子我喜欢，《地雷战》

看多少遍都过瘾……”5月17日，遂川县

新江乡集日，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江西

省遂川县电影公司以“回望银幕学党史

牢记使命践初心”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电影海报展正在

当地首展，老百姓被一块块簇新的展板

所吸引，评头论足，回忆着搬着小板凳在

晒坪上看电影的难忘岁月。

作为时代记录者，红色电影镌刻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

辉煌、奋勇前行的足迹，深深地影响、感

染、教育了一代代人，成为广大观众刻骨

铭心的成长记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遂川县博物馆联合电影公司，从珍藏的

反映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电影海报中，遴选出《血战湘江》、

《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等 70 余

张，请当地资深摄影师翻拍，制作成精美

的彩色展板。

该县电影公司负责人郭琳介绍，巡

展将在多个乡镇举办，首站之所以选择

新江，是因为在 1934 年 8 月 7 日，红六

军团十七师、十八师各三个团共 9700
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从新江横

石出发，踏上了西征征途，为中央红军

离开中央苏区两万五千里长征先遣探

路。此次巡展路线，也将复制当年路

线，于高坪镇（西征时经过此地进入湖

南境内）结束。

（郭琳 刘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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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优秀影片展映暨海报展青岛西海岸启幕

江西遂川：从红色电影海报巡展中汲取党史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