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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在全国共庆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欢庆时刻，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的，作为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配套影院的中影国

际影城（党史馆影院），以庆祝建党百

年献礼影片《1921》的CINITY首映，举

行了盛大的开业庆典。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长孙

志军，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孟祥林出席。

相关单位代表，陈凯歌、田壮壮、尹力、

陈国星、贾玲、赵晓时等电影人，

《1921》主创团队黄建新、郑大圣、任

宁、李宁、王仁君、张超、周游、白宇帆，

主办方中影集团、中影股份负责人焦

宏奋、傅若清、毛羽、江平及班子成员

等参加了开业庆典活动。

高新放映技术

带来全新观影体验

2021 年 6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正式开馆。在党史展览馆

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起了建设党史展览馆配套影

院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的政

治任务。中影股份高度重视党史馆

影院的建设，集合了当下国际上最

先进的放映技术和设备，将影院打

造成了一座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技

术标准、高规格配置的世界一流的

智慧型影院。

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位于

党史展览馆西侧地下空间，建筑面积

13000 余平方米，共 21 个影厅，包括 1
个 CINITY 巨幕厅、2 个 CINITY 标准

厅、4个标准影厅、1个4D影厅、1个16
米宽的 LED 影厅、2 个儿童影厅、4 个

特色的 VIP 影厅和 6 个小型多功能影

厅。影城内还配有 100块特色LED屏

幕，寓意迎接建党100周年。影城引入

高格式CINITY技术标准和设备、选用

国际上最严格的影院标准THX设计，

同时融入了“中国巨幕”系统、“中影巴

可”数字放映系统、激光放映技术，以

及智慧放映系统、智能售票系统、智能

票房监控系统等全系列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电影放映设备和技术，努力营

造现代、梦幻、动感的观影氛围和庄重

的观影仪式感，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

美妙的观影体验。

“红色主题放映”

厚植爱党爱国情感

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专

设 2 个“红色主题影厅”，将常年放映

红色经典主旋律电影。中国电影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焦宏奋在致辞

中表示，中影将始终明确影城作为党

史展览馆配套影院的定位，全力服务

好党史展览馆展陈等工作，利用好影

城专设的两个“红色主题影厅”，实施

“红色主题放映”计划，让广大观众特

别是青少年走进影院，跟着电影学党

史，从中切身感受党的辉煌成就、艰

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中影

将创新经营理念，发挥影城高技术、

高规格优势，精准对接市场，尽心做

好服务，刷新国内影院服务新标准，

树立高科技、高品质影城标杆，更好

地满足现代观众个性化、高品质的观

影需求，不断扩大党史展览馆影院的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1921》深情展映

感悟建党初心使命

开 业 仪 式 上 ，影 片《1921》的

CINITY 首映礼同时举行。作为首部

在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放映的

影片，《1921》正式开启了党史馆影院

“红色放映”。这部史诗级的影片以新

颖的历史视角、诗意化的影像风格，再

现了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

辟地的大事，展现了革命前辈矢志救

国的大义担当和豪迈气概，是一部向

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普及党史教

育，回顾初心历程，传承我们党奋斗精

神的优秀影片。

首映礼上，导演黄建新深情阐述

了他拍摄影片的初心，也为影片在党

史馆影院放映备感激动。他说，“党史

是电影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中国共

产党先辈是中国精神的集中和象征，

所以我们在拍电影时候带着情感充满

敬畏，我们用自己的艺术触角和方法

去接近他们，触摸他们的情感，将他们

丰富地展现在当代青年人面前。”中国

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傅若清表示，“从6月25日点映开始，

影片就受到了很多观众如潮的好评，票

房也力证了影片的品质。希望通过这

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建党

历史、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影片制片人任宁表示，能在中影

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放映《1921》，

十分具有意义,“我们用电影回顾百年

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就是为了

更好地迈入下一个百年征程，我们应

该更努力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

自己作为电影人的一份力量。”在片中

扮演毛泽东主席的演员王仁君代表现

场演员发言，他说：“非常荣幸能三次

饰演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拍摄过程当

中，越了解他越接近他，就会切身地感

受到他的智慧光芒、他的思想和精神

的伟大。现在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火

种，还有了自己的火箭、火星探测器，

我相信这片和平盛景，他老人家一定

能够看到。”最后，黄建新导演代表剧

组将电影中的重要道具《新青年》杂志

送给了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总

经理刘喆，为影院的开业献上了一份

真挚的祝福。

CINITY技术

创新彰显电影国企担当

此次《1921》CINITY 版本首映，展

现了十分酷炫、时尚、身临其境的绝佳

观影效果。据介绍，CINITY 影院系统

是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众多高

新技术中的代表性技术。 CINITY 影

院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和国有

电影品牌，其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

高亮度、高帧率（HFR）、高动态范围

（HDR）、广色域（WCG）、沉浸式声音

（IS）七大电影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

是目前全球唯一支持 4K/3D/120 帧的

电影放映系统，也是当前电影放映领

域的最高技术规格和最佳电影展现形

式。CINITY 在放映端的重点技术突

破，不仅为电影在拍摄和制作环节的

艺术表达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更

带动了高技术格式电影产业链的创新

和迭代。

截至 2021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已

建成运营的CINITY影厅45个，待建储

备项目约50个，覆盖全国21个省份28
个城市，几乎涵盖所有一、二线城市。

CINITY 已与 20 余家中国电影公司和

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已制作CINITY版并上映的电影58部，

包括《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等国

产影片，以及《双子杀手》、《寻龙传说》

等进口影片。未来中影股份将主导

CINITY品牌、产品和技术的经营和发

展，充分发挥电影资源优势，与华夏电

影公司及其他业界伙伴合作，通过重

点技术产品带动高格式电影产业发

展，从而提高公司在全球电影市场的

竞争力。

本报讯 内蒙古星河农村牧区数字

电影院线多年来以“心系群众，提升服

务”，始终坚持传播党的声音，为农民

放好电影为出发点，不断改善农村地区

观影条件、加快农村牧区影院建设，以

主题放映活动为抓手，不断提升放映服

务质量。坚持把电影送到边远贫困地

区，助力乡村振兴，深受基层群众欢迎。

夯实基础，

不断加快乡镇影院建设

内蒙古星河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

线自组建以来，紧密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等农村文化阵地的活动内容，把加快

农村牧区影院建设作为推动政府为民

服务的有力抓手，结合中宣部提出的

推动农村牧区放映从流动转向固定、

从室外进入室内，不断改进农村牧区

电影观影条件。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

并投入运营的社区公益电影放映室80
家、边境沿线公益电影放映室60家、戍

边公益放映室15家、合作流动放映地点

25个。院线一班人，紧紧抓住政府给予

的优惠政策，下大力气，鼓足干劲，不断

在夯实基础上下功夫，计划在十四五期

间完成农村牧区公益影院在全自治区

覆盖率50%以上的奋斗目标。

精心运作，

实施全天候条件下放映

内蒙古大草原全区涵盖高原、山

地、丘陵、平原、沙漠、河流、湖泊等地

貌，气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昼夜

温差大，高寒气候多见。纯牧区进入

10月份就已经开始下雪。为克服气候

条件对公益流动放映的影响，院线聘

请专业人员，从整体设计到原材料订

购上严格把关，设计制作了“帐篷影

院”，并在帐篷内设置了舒适的座椅、

安装了空调。每个帐蓬长 15m ×宽

10m×高 4m，可以同时满足 100多人观

看。满都海公园、赛罕区政府广场、丝

绸之路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已经成为

充气帐篷的固定公益放映点。截止目

前“充气帐篷”固定放映点共计放映影

片近400场，观影人次约8万人次。

主题放映，

不断提升放映质量

今年院线公司把庆祝建党百年作

为贯穿今年宣传思想工作的头等大

事，在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放映活动和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活动等工作的策

划组织中，结合自治区党委开展的“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教育，

积极制作了一系列映前宣传教育片，

大力营造共庆建党百年、共创历史伟

业的浓厚氛围。通过主题放映活动的

开展，使放映员队伍的思想和能力建

设得到空前提升，同时也促进了标准

化放映的落实，全面提升了农村放映

服务质量。有活动就有举措，有落实

就有督导，通过主题活动的不断开展，

院线结合上级宣传部门的指导，对放

映距离、画面质量、影幕平整度、影幕

高度、进行了合理规范，通过严格实施

量化规定，严格监管放映质量，较好地

提高了放映服务水平。

牢记使命，

推进红色电影进校园

今年，星河院线持续开展“优秀影

片进校园”活动、通过开展“红色百年、

光辉历程”主题电影展播展映活动，引

导青年学子了解党的光辉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公司相继联合城川民族干

部培训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内蒙

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店、内蒙

古财经大学组织、呼和浩特市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等大学，共同开展“学党

史”主题观影活动，院线精选了几十部

优秀影片，充分发挥优秀影片在提升

学生思想素质与艺术修养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传

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不负韶

华、砥砺前行。

（内蒙古星河院线供稿）

内蒙古星河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线：

不断推进农村放映优化升级

本报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华诞前夕，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

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

等教育出版社和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主

办，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

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

心共同承办、《文艺论坛》杂志学术支

持的“创造影视剧艺术的辉煌：建党百

年与中国的影视剧艺术发展研讨会”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行。

本次论坛以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举

办，B站、快手同步直播。论坛由教育

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

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张燕主持。

开幕式环节，教育部高校戏剧与

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小组成员、教育部

“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专

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周星，高等教育出版社戏剧

与影视学科负责人、教育部高校戏剧

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络

员潘亚文高级编辑和四川师范大学影

视与传媒学院院长、教育部高校戏剧

与影视学类专业教指委委员骆平教授

先后致辞。

周星在致辞中详细阐释了本次学

术研讨会设计的初衷以及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诞辰前夕召开的重要意义；潘

亚文介绍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出版功能，

运用好党在实践中积淀的丰富资源，

坚持做好高品质教材出版工作，持续

推进学科建设，并汇报了《建党 100年

经典影片鉴赏》的出版进度及相关情

况；骆平表达了四川师范大学在贯彻

党的方针政策下，学院师生力创艺术

高原、勇攀高峰的决心。随后，来自全

国 9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14位专家先

后发言。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胡智锋从三个时间维度，对百年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发展和影视艺术发展的相

互关系进行了梳理：第一个是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和中国影视的百年形成了互

文关系；第二个是现状问题，党对影视

艺术领导、规划和推动中，还需要进一

步的加强和有效的提升；第三个问题是

面向未来，我们站在百年中国共产党历

史的一个全新节点，对于党和艺术的关

系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

出，当今的电影创作要找到一种创新

的表达、要有品位、要坚持红色的基

因，让新的红色的经典电影赢得更多

的观众，赢得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

有机统一。

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电影学院院长厉震林围绕“建党百

年和电影表演的关系”，提出党的关爱

和指引是中国电影表演发展指路明

灯，是电影表演美学不断从初立、打

磨、闪光到至今，最终触及民族电影表

演体系，乃至构建中国电影表演学派

话语体系的精神指导。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以动

画电影《小兵张嘎》为例，就如何将英

雄故事创作与青少年成长结合，如何

建设好富有特色的革命影视教育、传

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进行了观点

分享。

西北大学教授张阿利结合延安文

艺座谈会，在建党百年重要的历史节

点，提出如何在课程内容以及思政结

合方面去传承历史红色的基因、如何

促进新的发展，是作为影视学专业和

学科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周安华就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电影发展的新境界

提出了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前

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电影

事业的通知；二是进入新中国伴随以

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体系最终构

建完成，中国电影完成从个体电影到

革命电影的华丽转变；三是新中国电

影的革命气质贯穿始终。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陈旭光梳理了“新主流电影”

的发展阶段，认为“新主流电影”在美

学格调上有一种青年戏剧性和青年时

尚性，满足了国家主流文化要求、满足

了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多元文化消

费需求，达成了文化消费上的青年亚

文化表达和青年美学的再生产。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

院长、教授范志忠认为“建党”影视作

品一直能够长写长兴，成为影视的“长

青树”的原因有二：中国共产党的美学

理念对电影的传播功能的形塑，更主

要呈现为生命的信仰、生命的理想、生

命的激情，在这样的意义上，极大的提

升了电影的文化品格与审美品格；电

影始终跟着时代电影技术的进步以及

人们的审美观念的改变、社会的需要

来彰显电影的使命，这种时代的精神

或者时代的主题、主旋律就具有了一

种特别激动人心的力量。

骆平作了题为“历史真实与文本重

构，主旋律影视剧革命叙事研究”的发

言，指出革命题材的作品尤其引人瞩

目，这类作品以艺术和诗意的手法呈现

了历史的坚守与指涉，更具冲击力。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彭万

荣认为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其

他国家电影的性质，即“三性”：一是人

民性、一是革命性、还有就是自觉性。

无论从内容、形式、人物还是风格，都

依赖于中国的电影人在中国国产党的

领导下，于新的世纪进行再创造和再

书写。

张燕以香港电影为切入点，梳理

了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在存在多元意识形态拉锯当中，香港

进步电影作为新中国文化战线的延

伸，在香港银幕上巧妙的铸牢了文化

意识形态隐性防线，呈现出人民性、文

化性、娱乐性等特点。香港电影卓有

成效地完成了进步意识形态，形而上

内制和形而下形塑，不断的随时代发

展革故鼎新。

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副

院长杨爱君认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

主义长期以来是儿童影视剧的核心表

达，以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和历史事

件为题材的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与红色经典

军事题材一起成为影视题材的一个重

要构成，表达了当代中国前进的方向

以及精神状态的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研究

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艺

评论基地秘书长任晟姝认为，在迎来

中国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剧作

家用手中笔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

把激情和感悟化为了一部部优秀的戏

剧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通过戏剧

的表现和舞台的魅力，让观众对恢宏

的时代有了更鲜活、更丰富的舞台记

忆。 （木夕）

建党百年与中国影视剧艺术发展
研讨会在京举办

焦宏奋 傅若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