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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电影影像专题展开幕

本报讯 6 月 16 日，“永葆初心 砥

砺奋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影像专题展”开幕仪式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中宣部宣

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学

习强国总编辑刘汉俊，北京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北京电影局局长王杰

群，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钱军，著

名电影艺术家张勇手、王铁成、丁荫

楠、李雪健、王霙，延安电影团成员

家属代表肖迎宪、吴筑清、张岱，河

南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

记、经理、优秀农村电影放映员郭建

华，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

陈玲，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师生代表

等参加开幕式。

王杰群在致辞中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

性变革。结合中央和全市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建党百年宣

传工作部署，按照国家电影局《关于

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精

神，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积极落实

党史学习教育要求，以“永葆初心

砥砺奋进”为主题，组织策划“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影像

专题展”作为北京电影方阵的一个

重要主题活动，旨在充分发挥电影

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功能，把红色

资源带进党史教育的第二课堂，让

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

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

成为党史“教师”，通过优秀影片再

现党史风貌，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坚

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

命精神，推动形成践行革命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的良好社会氛围。

陈玲在致辞中表示，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国电影

博物馆党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把党史课堂搬进展厅，学与做结

合、以干促学，举办“永葆初心 砥砺

奋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影像专题展”。这是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自觉担负起以优秀

作品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增强文化自信、凝聚奋斗力量使命

责任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

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电影机

构延安电影团制作的“埋头苦干”胸

章以崭新形式亮相开幕式活动现

场。这枚胸章是延安电影团响应毛

泽东同志“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号

召，用废胶片制作的，彰显着人民电

影事业的红色基因，谱写出延安电影

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恢弘篇

章，更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场观众的见证下，张勇手、

丁荫楠、王铁成、李雪健、王霙等电

影艺术家和延安电影团成员亲属代

表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党员佩戴了

这枚象征延安精神的胸章，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北京电影学院学生

党员们现场表演了诗歌朗诵《到延

安去》。

在开幕式尾声，刘汉俊、王杰

群、钱军、陈玲共同为“永葆初心 砥

砺奋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影像专题展”揭幕。

据介绍，专题展以四个部分，每

部分 3 单元的结构，通过 100 余部影

片及图片、50 余件珍贵文物和大量

独家采访视频，从镜头前后、银幕上

下的视角，以“蒙太奇”等电影语言，

展开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党史画卷。

专题展不仅再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的延安精神，更展现了在党的领导

下，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埋头苦干的

作风，在探索真理、追求理想、服务

人民、砥砺奋进的路上书写出的伟大

篇章和情怀！生动展示出中国共产

党始终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

族的脊梁。

值得一提的是，为打造“永不落

幕”的党史展，该专题展虚拟展在开

幕当天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平

台、北京日报客户端同步上线，并在

“学习强国”北京平台推出专题展。

（姬政鹏）

本报讯 2021年，北太平庄街道与

中国电影资料馆深度合作，制定《“百

年风华·‘影照初心’”“四史”教育系列

电影党课实施方案》，作为街道庆祝建

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及党史学习教育

重要举措，4月 22日，经海淀区委组织

部指导，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力支

持下，北太平庄街道主办了海淀区组

织系统电影党课公开课第一期，引起

巨大反响。

为深化电影党课实效，2021 年 6
月 18 日下午 2 点，北太平庄街道在中

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组织开展“百

年风华·‘影’照初心”“四史”教育系列

电影党课暨电影档案微展·第 4期《解

放了的中国》展映活动，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郜秀兰出席活动，机关各党支部

委员、社区党委（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两新”组织党员代表近70人参加。

活动前，工作人员向每个参加活

动的人员发放了精心设计的《解放了

的中国》纪念徽章和明信片。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馆员李琳

向大家介绍了电影档案微展的整体情

况，为了体现档案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作

用，通过对馆藏资料进行挖掘和深度编

研，创新开发形式，运用新媒体技术从

电影档案的角度让观众深入了解影片

背后的创作过程。活动现场，大家作为

首批观众体验了影片《解放了的中国》

的档案微展。微展中的几个知识问答，

更是营造了浓厚的现场学习氛围。

放映前，大家观看《解放了的中

国》专家导赏片，为接下来的影片观摩

环节做了全面的知识铺垫。

影片扼要纪录了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 30年战斗历程，

热情描绘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高度

热情和百倍信心投入祖国建设的动人

情景，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

喜悦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解放了的中国》生动描述了新中

国成立的历史,是新中国第一批彩色纪

录片,通过微展体验、导赏解读、影片观

摩使现场人员对新中国史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

适逢建党百年，中国电影资料馆

还特别策划了“旗帜引领·光影百年”

主题展览。展览内容包括：党领导下

的电影发展历程、电影中的百年党史、

百部红色经典影片、“四史”教育电影

课等。邀观众在光影之旅中跟随红色

精神的召唤，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此次活动后，北太平庄街道与中

国电影资料馆合作的电影档案微展·
第 4期《解放了的中国》将正式在线上

推出，这也是北太平庄街道百年风华·
‘影’照初心”“四史”教育系列电影党

课的拓展。自4月底以来，海淀区各街

镇、委办局纷纷到北太平庄街道红色

地标“打卡”地——中国电影资料馆学

习电影党课。街道机关、社区、“两新”

组织党组织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电影党课活动，通

过20多部“四史”经典影片，以“导赏解

析+影片观摩+优秀典型讲初心”的形

式，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沿着电影影迹，

重温红色记忆。截至目前，共开展 32
场电影党课活动，有效推动地区党员

群众做到观影知史、观影明志、观影励

行，不断凝聚奋进力量，用实际行动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动力，转化为

社区治理的动力，用激情活力答好新

时代主要命题，为推动首都新发展作

出贡献。

（李佳蕾）

本报讯 5 月 22 日凌晨 2 时 4 分，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发生里氏 7.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7 公里，玛多、玛

沁两县不同程度受灾。面对突如其

来的地震，青海省电影管理部门和广

大公益电影放映员迅速行动，第一时

间集结力量，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当

中，在确保各项救援工作平稳有序

后，利用手中一方方小银幕，传递团

结一致、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大能

量。

行动迅速、靠前指挥。地震发生

以来，针对安置点文化生活缺乏等现

状，青海以“抗震救灾·公益电影在行

动”为主题在玛多、玛沁两县集中开

展公益电影放映，累计为受灾群众放

映公益电影 116 场，观影群众近万人

次。同时，为基层放映员解决价值 4
万元的防寒服和睡袋等物资，确保他

们为灾区群众提供更好地文化服务。

精神赈灾、光影有爱。《红海行

动》、《功夫瑜伽》、《建国大业》等一

部部优秀国产影片被“放”到灾区各

干部群众安置点和学校安置点，公益

电影为灾区群众带来的“精神食

粮”，不但有效消除了灾区群众内心

深处的恐惧和障碍,更唤起了大家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了恢复重建的

信心和决心。

主题放映、凝聚力量。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和庆祝建党 100 周年，放映

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主题电影，

用光影的魅力春风化雨、凝聚人心，

在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中唱响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

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营造共庆百年华诞的浓厚文化氛围。

（青海省委宣传部供稿）

本报讯 6 月 16 日，上海国际电影

展览会CinemaS2021如约而至，NEC携

激光家族全系列耀眼亮相，不仅有

NC3541L + 旗 舰 王 者 机 型 、还 有

NC1402L+续写经典的王牌机型“坐镇

现场”。全新殿堂级4K新品的现场演

示毫无疑问成为全场焦点。此外，

NEC 全新推出的光源翻新业务，以及

差异化全息影院投影方案也在现场收

获众多关注。

NP-NC2443ML + 激光放映机是

NEC 为中大型影厅量身定制的实力之

作，不仅光源平均寿命长达50000小时，

还有着24000流明的亮度表现，画质持

久稳定，无需搭配消散斑银幕便可带来

绝佳的画质效果，匹配4K超高清分辨

率、丰富的色域还原能力。作为NEC激

光家族的一员，NC2443ML+毫无疑问

地沿袭了NEC独家专利技术——CCT
双腔体内循环散热结构，防尘散热的

强大实力毋庸置疑。同时，产品具备

八款选配镜头，兼容性与灵活性更适

配当下客户的应用需求。

此外，由 1 台 NEC PX2000UL+英

雄系列、3台PA1004UL+哈勃系列工程

投影机打造的3D裸眼全息影厅，为影

院提供了新的差异化解决方案思路。

PX2000UL+拥有 20000 流明的超高亮

度、1920X1200 的全高清分辨率及

REC709 的宽广色域，搭配 10000 流明

的PA1004UL+，结合 270度成像场景、

通过实景演唱会的内容呈现，打造置身

其中的真实体验感。 （李佳蕾）

本报讯 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

量检测所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于 2020年获得认证机构资

质，近日颁发了电影行业首张服务认

证证书。

深圳市时代华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纳幕系统研发服务通过认证，获

得此证书。该公司研发的纳幕系统是

集成了纳米微孔银幕、高对比度立体

放映设备和专用立体眼镜的立体放映

综合系统，提高了立体对比度，增大了

可视角的范围，研发服务设计合理、过

程规范，综合串扰率不高于0.5%，系统

指标符合要求。

电影质检所作为电影行业唯一的

第三方认证机构，积极开展各类认证

业务，旨在强化自主创新，打造民族品

牌，树立质量标杆，规范市场认证行

为，为电影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提供检测认证服务。

（影子）

本报讯广东清远市近日起至10月

拟在全市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百部

千场红色电影展映”活动。活动由中共

清远市委宣传部和各县（市、区）委宣传

部主办，清远市爱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承办。在全市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区、广场、学校和乡镇农村放

映《建党伟业》、《夺冠》、《金刚川》、《我

和和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 100
部1000场红色经典影片电影。

活动要求要把本次庆祝建党 100
周年百部千场红色电影展映活动作为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积

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观影，推动红色文

化入脑入心，大力发扬红色传统、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各基层党组织结

合电影放映活动，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强化理想信念

教育。同时要求把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和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紧密结合起来，

因时因势调整优化活动举办时间、组织

形式和参加人员规模等安排，确保活动

安全有序地开展。 （赖君安）

本报讯 6 月 16 日下午，电影《柳

青》举行观影会，主演成泰燊亮相观

影会现场并参与了映后交流。

据介绍，电影《柳青》在尊重历史

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以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初青年作家柳青怀揣理

想，放弃北京干部待遇，历经半生，

扎根皇甫村艰辛探索中国农村发展

的道路，创作史诗巨著《创业史》的

动人故事为线索，鲜活刻画了柳青的

艺术形象，生动演绎了柳青创作《创

业史》的心路历程，艺术化地呈现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

索，真实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

国开展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经

历的重重困难和取得的宝贵经验。

在映后交流中，成泰燊也表示，

电影《柳青》拍摄历时六年，光剧本

就打磨了两年，他在表演中也在努力

呈现出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

心创作的文学追求和人生追求，并在

创作过程中被柳青先生执着事业、不

慕名利、无私奉献、平易近人的优秀

品质所感动。“我被深深洗礼，只有

用笨办法把心掏出来，才能真正成为

这个人物。”

成泰燊还分享道，在前期准备

中，为了更加深入地感受“柳青精

神”，他阅读柳青作品和柳青女儿刘

可风写的《柳青传》和《种谷记》、《铜

墙铁壁》等作品，在拍戏过程中，为了

更好地进入表演状态，他剃光了头，

穿上了对襟袄，反复练习方言和现场

农民交流。“从他的拐杖、他的笔、他的

茶杯等点点滴滴去捕捉柳青先生当年

的朴实无华，体验他从西装革履的干

部变为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过程，让

自己更好地进入到柳青的状态。”

现场有观众在观影后感叹道：

“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直到看

完整部电影，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意

义。在我看来，柳青就是这片古老土

地上的一个现代夫子，他秉持的是一

个文化人应该有的良知和斯文。”也

有观众认为，成泰燊在片中贡献了一

次“影帝级”表演。

对于大家的认可，成泰燊十分感

恩，“出演柳青先生不仅圆了我多年

的文学梦，更重要的是，我从柳青先

生的身上，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一直

以来坚持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他将

作品和人品合二为一，为现在年轻人

的成长，指明了一条阳光大道。”他表

示《柳青》是一部良心之作，希望年轻

人通过观看这部电影，充分感受“柳

青精神”，希望“柳青精神”能在一代

代青年人中不断传承，给予他们更大

的力量面对生活。

（姬政鹏）

北京北太平庄街道组织“百年风华·‘影’照初心”
电影档案微展《解放了的中国》展映活动

电影行业首张服务认证证书颁发

电影《柳青》举办观影会

成泰燊再现一代作家的初心使命

NEC“双料王”首度亮相上海国际电影展览会

广东清远市开展百部千场红色电影展映活动

青海用小银幕传递抗震救灾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