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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助推党史学习教育有效开

展，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电影公司按

照中共康平县委宣传部、康平县新闻

出版局的安排部署，组织开展了党史

学习教育之“看电影、学党史”——红

色电影进社区、进广场、进机关企事业

单位、进校园、进工地、进养老院、进军

营“七进”主题放映活动。

从 5 月初开始，康平县电影公司

根据辽宁省新兴院线和中共沈阳市委

宣传部推荐的影片，精选了《地雷战》、

《英雄儿女》、《建党伟业》、《杨善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多部反

映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

件以及优秀代表人物事迹为题材的红

色影片进行放映。

5月20日，在康平县客运广场放映

了电影《建党伟业》，许多观众前来观

看，一位老人动情地说：“这部电影，让

我们重温了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

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对共产主义事业

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通过观看这

部电影，更让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

国，我们一定要坚决跟党走。”

主办方介绍，康平县电影公司将

充分发挥电影特殊宣教功能，打造党

史教育的新阵地，把一部部经典的红

色电影作为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送

到机关企事业单位、送到乡镇村屯，让

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学党史、知

党恩、跟党走，激发他们的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怀，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世代相传。 （何洪涛）

本报讯“全体起立，请‘审判长’、

‘审判员’入庭。”5月 28日上午，一起

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案件在最高人民法

院第四巡回法庭审判庭开庭“审理”，

不过，“审判长”、“书记员”、“原被告”

等人的角色，都是由河南开封市祥符

区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扮演，兰考县

东坝头镇张庄小学等学校的学生参加

旁听。

当日，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

庭举行“六一”儿童节公众开放日系列

活动。适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今年6月1
日正式施行之际，在全国人大代表、农

村电影放映员郭建华的大力支持下，

祥符区第三实验小学、兰考县东坝头

镇张庄小学的 20 余名少年儿童受邀

走进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参加

模拟法庭活动，亲身体验庭审的全过

程，近距离接触中国最高审判机关，感

受司法的庄严，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迎

接儿童节。

“我们‘审判长’的指挥淡定从容，

‘审判员’的发问击中要害，‘原告’、

‘被告’和他们的‘律师’表现也非常精

彩，十分专业，包括我们的司法警察每

个动作都很规范……连我这个老法官

都要由衷为我们的孩子们点赞！”“庭

审”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

庭分党组成员、副庭长汪斌对孩子们

的出色表现予以点赞。

“当我走进审判庭，看到正中上方

悬挂的国徽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法

庭的威严与法律的严肃，今后我要好

好学习，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做尊

法、学法、守法、护法的新时代好少

年。”担任“审判长”的祥符区第三实验

小学学生郭慧颖说。

“在四巡的邀请下，祥符区、兰考

县农村的孩子先后两次走进最高人

民法院，参加‘六一’儿童节主题公众

开放日活动，特别是这次模拟法庭活

动，让孩子们成为法治宣传的主角，

亲身感受法律的力量和温暖。”多次

受邀参加四巡活动的郭建华说，“这

次模拟法庭活动，让孩子们更加懂得

‘守法就是爱国’的道理，争做学法、

懂法、捍卫法律的小使者，学会用法

律法规保护自己健康成长，长大成为

国家栋梁之才。”

“这次走进‘最高法’进行模拟法

庭演练，对这些孩子们来说，是人生中

一次难忘的体验。孩子们心中将从此

播下一颗法治的种子，今天的儿童，可

能就是国家未来的大法官、大检察官、

大律师！”随同参加活动的祥符区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孙照君说。

开放日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第四

巡回法庭还向学生们赠送了由最高人

民法院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少

年审判法官共同编写的青少年法治教

育漫画绘本丛书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与犯罪预防法治教育丛书，组织学生们

观看了“云参观最高人民法院”视频、少

年儿童权益保护法治微电影。“这种有

别于说教式的普法方式，让同学们在实

践中学法、知法、懂法，进而成为守法的

公民，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让同学们在

润物细无声中得到法治教育。”河南省

律师协会副会长赵剑英说。

据悉，今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新

时代少年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

立了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并在六个

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分党组成

员、副庭长陈宜芳表示，全社会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作出的点滴努力都将成

为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基石。四巡将

创新法治宣传方式，通过法官进课堂、

庭审进校园等各种形式，提高法治宣

传的覆盖面和参与度，凝聚社会各界

的智慧力量，不断强化“党委领导、政

府支持、司法机关负责、各部门配合、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少年司法工作

格局，共同营造全社会保护、关爱未成

年人的良好局面。 （焦宇炜）

本报讯 5月 27日，由中共成都市

委宣传部主办，中共龙泉驿区委宣传

部协办，成都市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承办，龙泉驿区洛带古镇景区管理

委员会、成都金沙院线农村数字电影

有限公司执行的“观百部红色光影 学

百年恢弘党史”成都市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映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龙泉驿区洛带古

镇五凤楼广场举行。全市宣传文化系

统代表、城市院线代表、放映员代表、

群众代表等百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播放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影片目宣传

视频，开展了“影视歌曲大家唱·红色

经典永传颂”电影歌舞串烧。《温暖的

桥》、《扶贫主任》、《战旗飘飘》3 部成

都“造”献礼电影的主创团队作了影片

推介。成都市电影集团及成都金沙院

线为 18 位放映代表授予“红色放映

队”旗帜，放映员代表作发言。当晚，

在成都市各区（市）县100个不同放映

点位同时放映电影《建党伟业》，标志

着庆祝 100 周年展映活动的正式开

始。

此项展映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底，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通过城

市影院展映和户外主题展映的方式，

在成都全域掀起“看电影学党史”热

潮。其中户外流动展映将深入社区、

农村、军营、学校、绿道公园、红色景

区、敬老院、工厂等8大放映场景预计

展映 100 部主旋律影片，共计放映

10000场次。城市院线展映分别将开

展公益电影进影院群众免费专场电影

放映活动、7 月开展“看红色电影，学

百年党史”——红色观影月活动、优秀

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展映现场将结合不同的场景、不

同时间节点在放映现场开展多形式、

多维度、全覆盖、立体化的精彩互动活

动，让广大群众以可看、可听、可讲、可

唱、可学等方式积极参与，共同唱响中

国共产党好的主旋律，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大力弘扬伟

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

庆的氛围。 （李镭）

本报讯 近 日 ，NEC 再 度 推 出

2021 年 4K 激 光 放 映 机 新 品

NP-NC2443ML+，为中大型影厅带来

更完美的激光放映解决方案。

NP-NC2443ML + 激 光 放 映 机 采

用全新的激光荧光光源，光源平均

寿命长达 50000 小时，提供更持久、

更稳定的画质表现，同时无需搭配

消散斑银幕便可带来绝佳的画质效

果；拥有 24000 流明的亮度配置，匹

配 4K 超高清分辨率、丰富的色域还

原力，实现在中大型影厅的银幕上

分毫毕现的细腻画面质感。

作为 NEC 激光放映家族的新成

员，NP-NC2443ML+毫无疑问地沿袭

了 NEC 的独家专利技术——CCT 双

腔体内循环散热结构。在放映机内

部为光引擎和光源模块分别打造了

密闭的“生态环境”，有效降低光学

元器件的老化、污染与高温损害，同

时双腔体的独立散热特性，极大地

提升了散热效率，大大地延长了机

器的使用寿命，保证了机器的稳定

性。也正是由于这一优势，这款机

型同样无需外接排风设施。

影 院 的 实 际 使 用 环 境 复 杂 多

样，除了标准规格的影厅外，还存在

大量非标准影厅。 NP-NC2443ML+
激光放映机丰富的选配镜头，增加

了兼容性与灵活性，满足各式影厅

的放映需求。机器可选的八款镜头

中，六款为常规镜头适用各种标准

影厅，另有一款大位移高画质镜头

以及一款 1.05:1 的短焦镜头适用特

殊影厅。

据悉，NEC 新品 NP-NC2443ML+
将首次亮相 6 月中旬的第九届上海

国 际 电 影 论 坛 暨 展 览 会 (CinemaS
2021)。 （李佳蕾）

本报讯 为深化中国电影民族化

研究，强化文化自信，建构“新时代中

国电影学派”，5 月 29 日，由北京电影

学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

精尖创新中心、研究生院、戏剧与影

视学研究院、国家电影智库承办的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学术论坛在

京举行。

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复旦

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

代中国电影学派”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交流与探讨，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电影

学派提供新观点、新思路。

开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

记钱军致欢迎辞。他表示，2021 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电影行

业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北京电

影学院将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

开放的姿态，服务好国家文化战略

和行业发展所需，为电影强国和文化

强国的建设提供人才、理论和实践支

撑。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毕文

宇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张宏表达了对论坛开幕的祝贺，并就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推进与发

展，在方向、队伍、目标、行业引领和

文化引领方面提出了五点希望。她

表示中国影协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

派”研究的推进，期待这一研究能够

不断地取得新成果，推出新人才，产

生新效能。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

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表示，

建构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既要坚守

发扬本民族电影文化的个性特点，还

要努力学习西方电影文化，让中国电

影在世界上具有自身应有的影响力。

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

明做大会主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

电影学派的缘起，总结了中国电影

学派旗帜下现已形成的若干核心概

念和理论分支，未来应发展新时代

中国电影学派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胡智锋做大会主旨发言。关于新

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理念和主张，

他总结为“五观”，即战略观、文化

观、美学观、创作观和教育观。力求

打造具备竞争力、原创力、传播力、

影响力和引领力的电影艺术作品，

为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实现电影强国和文化强

国的远景目标做出贡献。

开幕式后，饶曙光、王一川、张颐

武、贾磊磊、丁亚平、周星、陈旭光等

六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新时代中

国电影学派”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

论，共同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电影学

派”研究贡献智慧，助力中国电影的

学术进步。各位专家学者就“新时代

中国电影学派”研究奉献了精彩演

讲。

（林琳）

本报讯 2021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

视节日前举行动员大会，上海 40 家

电影院和江苏、浙江、安徽的 6 家电

影院被授予“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指定展映影院”标志牌。据

介绍，今年 3 月下旬，上海国际电影

节联合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

会启动展映影院招募，共 108 家影院

参与报名，根据相关放映标准，以设

备稳定、技术过关、服务完善、经验

丰富、交通便捷为基本要求，层层遴

选，最终产生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

节指定展映影院名单。本次入选的

许多影院都配备了特色影厅或高科

技放映技术，其中包括 IMAX、杜比

影 院 DOLBY CINEMA、CGS 中 国 巨

幕、CINITY、LUXE、Onyx Led，全面增

强电影的视听效果。

为进一步落实“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赋能

打造城市新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展

映范围将从中心城区辐射至嘉定、

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

新增影院全都坐落于新城的副中

心，为周边市民提供了便捷、高质量

的观影场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第二十七届上海电视节和第二

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把建党百

年主题贯穿始终，全方位营造共庆

百年华诞的浓厚氛围。今年的展映

影院中还有一张重要的“新面孔”亮

相，它就是被称为“国片之宫”和“国

歌唱响地”的黄浦剧场，上海国际电

影节将借助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影

院，通过电影展映的形式讲好红色

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上海国际电影节于 2018 年发起

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落地

浦 东 新 区 举 办“ 一 带 一 路 ”电 影

周。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将走

出上海，首次将展映活动推送至南

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五个城

市，让长三角地区的影迷在光影之

中分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

人的最新成果。

2020 年，面对国际疫情的挑战，

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创新驱动，完

善安全措施，为全球电影节的举办

交出了“上海方案”。今年，上海电

视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严格落实

国家和上海市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

规定，确保安全、有序办节，在延续

传统优势和亮点的基础上，继续开

创新的精彩篇章。

（木夕）

我在“最高法”当“小法官”
——河南开封市祥符区少年儿童代表参加庭审活动

成都庆祝建党百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映系列活动举行

辽宁沈阳康平县电影公司开展“七进”主题放映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展映
首次纳入长三角6家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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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推出全新光源4K新品

主题放映现场

动员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