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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刘伟强执导，刘伟强、李

锦文共同监制的抗疫题材电影《中国

医生》将于 7 月 9 日在全国上映。近

日，片方发布主题曲《我们不怕》的

MV。这首由毛阿敏和郑云龙深情演

绎的歌曲，唱出了中国医务工作者面

对疫情无畏逆行的勇气，以及全体中

国人民在那场抗疫斗争中守望相助、

共渡难关的团结无畏精神。

《中国医生》电影主题曲《我们不

怕》是音乐人高进在疫情期间词曲创

作并演唱的，如今作为《中国医生》的

主题曲，特别邀请了毛阿敏、郑云龙首

度合作重新演绎，为这首歌赋予了全

新的信念与动力。“在心里手牵手，我

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

起明天每一个等候……”天使童声合

唱团稚嫩灵动的童声倏然攻破心防，

将记忆瞬间拉回到那一年，我们的医

务工作者们一起经历奋战过的无数个

日夜；而毛阿敏与郑云龙大气沉稳又

充满力量的声线，更让我们想起了举

国抗疫的那段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每个中国人都未曾放弃，心手相

连，守望相助，用汗水和泪水、勇气和

大爱，铸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墙，

共同守护着自己的国与家。

随着动人的旋律，一些全新的画

面也在MV中首次曝光：医院动员大会

上，医务人员纷纷举手报名奔赴一线，

真实还原了疫情期间医务人员请战出

征的无畏奉献；建造火神山医院、雷神

山医院、方舱医院的新闻画面则令人

再次感受到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歌

曲中的合唱段落人声重叠交织，也不

由得令人想起疫情肆虐时，人们在居

家阳台上高喊“加油”彼此打气，守望

相助的景象；街道从空无一人到车水

马龙，中国人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用

“不怕”取得了人类抗击传染病历史上

的重大胜利！

电影《中国医生》定档以来，无数

观众表达了对影片的深切期待：“惊心

动魄的抗疫之战，争分夺秒的生命壮

歌，不凡之年，中国医生，执甲逆行。”

“那些难捱的日子，感谢冲锋在一线的

广大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中国医

生，中国力量，中国奇迹！”“致敬中国

医生，再现职业初心！”

电影《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同时

兼顾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

北省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各方舱

医院等兄弟单位，以武汉医务人员、全

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全

景式记录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

斗争。

（杜思梦）

本报讯 重温红色记忆，赓续革命

精神。7月10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一

级导演杨虎执导、演员侯京健主演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三湾改编》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配套工程中影国

际影城（党史馆影院）举办全国首映式，

并于现场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定档 7
月19日。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郭建晖、中宣部电影局艺术处处长卫

南、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有关负责

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和影视部有关

代表、国家电影专资办主任杨武军、中

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中国电影制

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宝林、中国电影电

视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栾国志、中央新影

集团总经理姚永晖、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秘书长杨烨、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办公室主任张宏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总经理张大

勇、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公司总

经理雷振宇、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吴永明、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部长王

大胜、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龙、中

共永新县委书记孙劲涛，及总制片人刘

建廷、导演杨虎、总编剧肖裕声、编剧王

玮、主题曲演唱者泽旺多吉等相关主创

出席。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电影《三

湾改编》依托于真实历史，主要讲述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三

湾村领导“三湾改编”，创立了“支部建

在连上”、“官兵平等”一整套崭新的治

军方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

故事。

首映式现场，主创动情分享了拍摄

过程以及创作心得，为观众更加具体形

象地呈现了我军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三湾改编”，从而传颂“三湾改编”精

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党史

课。同时，在“三湾改编”中诞生的“红

一连”的部队官兵也发来了视频，一同

向历史中的革命先辈致敬。影片映后

掌声经久不息，收获好评不断，“真实还

原伟人风貌，感觉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

距离”、“每段历史都缺一不可，都对现

在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看的时

候一度湿润了眼眶”。

生动回望历史 点燃信仰力量

主创动情分享拍摄幕后

鲜红旗帜映初心，革命精神永不

息。首映式开场，著名演奏家王强饱含

深情地演奏了经典爱国歌曲《人民军队

忠于党》，整首乐曲节奏明快，以气贯长

虹的气势展现出人民军队的精气神，将

观众带回那段特殊而又激荡山河的红

色岁月中去。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主任

刘绍勇对此谈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

型于古田会议，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

把‘三湾改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搬上

银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江西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建晖则表示，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

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

征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之

时，把‘三湾改编’这一影响深远的伟大

历史事件搬上大银幕，再现那段峥嵘岁

月，对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光辉历

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他提道：“通过影片，观众能

够从中深刻体悟党的坚定信念、初心使

命、优良作风，深刻认识到新中国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

而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军，让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中共吉安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大胜则从影片内容出发，

再谈影片创作手法：“影片真实还原了

历史，以散文式的表现手法和浓烈的红

色情怀，艺术再现波澜壮阔的井冈山斗

争岁月，深度诠释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

精神，为广大观众送来了精神洗礼和文

化大餐。”

随后，著名歌唱家泽旺多吉倾情献

唱影片主题曲《信仰之树》，悠扬的旋律

伴随着婉转动听的歌声，将战士们的热

血与衷肠娓娓道来。

同时，本次首映式独家揭秘了影片

的创作幕后，总制片人刘建廷深情表

示，自己作为革命题材影视创作者，一

直有着将家乡的革命故事搬上电影银

幕的情怀信念。在拍摄之际，剧组努力

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雨季拍摄环境

恶劣等重重困难，最终得以将影片完美

呈现。他说：“在建党百年之际，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力所能及的把‘三湾改编’

这段历史呈现给全国观众，让更多观众

更加了解江西这片红土地，将革命精神

不断传承、发扬下去。”导演杨虎也分享

了自己影片的拍摄初心：“这部片子主

要讲述了90多年前的年轻人身上的故

事，摒除了‘说教式’的故事叙事，把重

点放在人物刻画上，极尽可能地用镜头

展现领袖的光辉形象和那个时期意气

风发的年轻革命者风貌。本着‘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们力求让

每个人物真实立体，有血有肉。希望可

以通过这部影片，让现在的年轻人，直

观感受和看到百年前的青年们的追求

与信仰，激发前行动力，发扬红色精神，

做新一代有为青年。”谈及本次剧本的

创作历程，编剧王玮表示自己不仅想讲

述出‘三湾改编’是什么，更想展现出为

什么。她分享道：“我以‘为什么’为故

事前提，将‘三湾改编’的前因后果细节

式地展示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

清楚地认知这段历史存在的重要意

义。影片才会真正鲜活起来。”影片的

主创们来到了首映式现场，一同庆祝影

片首映，而作为第三次扮演毛泽东的主

演侯京健，虽因工作原因无法到场，也

特意以委员形象为本次首映式录制了

视频：“影片紧扣‘三湾改编’这一历史，

全方位生动还原，是一部深刻的、具有

教育意义的、多姿多彩的红色主旋律电

影，很荣幸可以在建党百年这个特殊时

刻，以青年演员力量向建党百年献礼、

向祖国致敬、向人民军队致爱。”

在历史长河中，“三湾改编”不仅是

一次部队的整顿与改编，更是一次从根

本上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建部

队军事、政治、组织纪律，创立党内民主

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塑性改革。毛泽

东同志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

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

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这一原则的确立，为中国的革命

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电影《三湾改编》重点聚焦本

段历史，讲述百年前先辈风貌，共聚青

春力量，将艺术表达与历史故事完美融

合，填补了电影史上本段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的影视空白，让本段历史鲜活而又

充满生命力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信仰生生不息 薪火代代相传

“红一连”官兵惊喜亮相

戎装岁月，军魂燃烧。在影片中特

别提到“能够时刻保持战斗队形”的二

团一连，经过火种延续，现已隶属于陆

军第 83 集团军‘红一连’。首映礼上，

‘红一连’的全体官兵也以视频的形式

惊喜亮相，他们这样感慨道：“影片再现

真实历史，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今天我们全副武装，就是要以自己

的方式为建党百年献礼。我们也将铭

记先辈精神，不辱使命，坚决听党指挥，

以随时能战的姿态，答好属于我们这一

代‘红一连’人的历史答卷。”现场主创

表示：“‘红一连’是从三湾改编走出来

的连队，这个连队见证了我军从弱到

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全过程，它就像

一粒种子在中华大地开花，为今天我军

的强大，我军的现代化，我军的数字化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需要将这种

精神传承下去，让薪火越燃越旺。”

与此同时，电影也在现场发布了定

档预告，无数官兵勇往直前、热血集结

的画面，令人热血沸腾。青年毛泽东眼

神坚毅，用铿锵的声音向革命战士们宣

告：“我们要把支部建在连上，就是要把

枪杆子紧紧握在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

手里！要让工农革命军这面旗帜高高

地飘扬！”简短有力的话语瞬间点燃全

场。一同发布的定档海报中，红色的旗

帜迎风飘扬，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革命先

辈们逐一呈现在眼前，他们以信仰之名

凝铸军魂，只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而奋

斗，赤诚之心也深深感染着现场每一位

观众。随即全体领导及主创上台，共同

点亮启动柱，宣布定档 7月 19日，以精

良的品质，真实还原的历史故事，向建

党百年献礼。

观影结束，有年轻观众感叹道：“卢

德铭总指挥的牺牲让我一度泪目，影片

拍得太真实了，也深刻了解到我党建设

军队的艰难曲折，感觉距离拉近了”、

“体会到了信仰的重要性，作为新一代

青年，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使命，将红色

精神永远流传下去。这样，我们才是真

正的强大。”影片以历史对接时代，用新

型“散文式”的表现方法，将革命精神薪

火相传，通过象征意义的使用，使历史

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结合，让真实的人

物在历史中游走穿梭，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了一本生动鲜活的教材。

影片由江西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

厂、吉安广播电视台、井冈山西江月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井冈山西江月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联合发行，

由杨虎执导，肖裕声担任总编剧、王玮

担任编剧，侯京健主演，将于 7月 19日

全国上映。 （林琳 木夕）

《三湾改编》在京首映
定档7月19日

大地文化传播集团开展
“光影敬百年”红色主题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结合当前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3 月 22 日国家电影局下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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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于

2021年4月至12月开展优秀影片展映

展播活动。

通知指出，开展电影展映展播活

动是电影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配合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安排，

各发行单位、院线及放映单位要积极

做好影片放映准备，制作宣传品，做好

排映安排，落实阵地宣传。

作为电影行业领军企业之一的大

地文化传播集团，自 4 月起积极响应

国家电影局号召，调动集团力量，充分

发挥“400+直营影院”及近 700家加盟

影院渠道优势，组织展映 42部经典红

色影片，累计排映近 7 万场。同时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光影敬百年”主题活

动，以红色电影主题展、红色主题观影

活动等多种形式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

峥嵘岁月，用画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壮

丽革命往事，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

▶红色电影主题展

回忆百年光影重温世纪荣耀

以多维度内容呈现的红色电影主

题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开展。

4 月 19 日，大地文化传播集团微

信公众号（dadimediagroup）开启“电影

里的百年风云”主题专栏，通过事件

篇、人物篇、战役篇、红色圣地篇 4 大

版块，策划建党、国家领袖、人民公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延安等 12 期专

题，透过 5大维度——艺术手法、剧情

解读、台前幕后、创作背景、真实历史，

为影迷推荐 36 部最具价值和最有代

表性的红色题材电影。该主题专栏正

式拉开大地文化传播集团“光影敬百

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线下红色电影主题展以大地文化

传播集团旗下“400+直营影院”为主阵

地，通过实体和电子屏两种方式展出

12 大主题板块、36 部精选电影，36 句

经典台词及 70余张经典剧照，通过这

些珍贵的红色电影素材，带领观众了

解电影背后的党的发展历史。展览覆

盖全国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观众可前往大地

影院、橙天嘉禾、自由人影城、中瑞国

际影城、悦影绘影城内参观展览。

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由南海

智辰党支部、大地文化传播集团、亦企

服务港荣华港联合主办的“耀红色光

影 敬百年风华”红色光影展特别场暨

党史主题分享课于大地文化传播集团

总部北京数码庄园开幕。

近百张红色电影海报展示跨越时

代的设计之美，24部红色电影解读百

年大党的 4 大历史阶段，20 部红色电

影经典桥段重温红色精神，近 30首红

色电影歌曲唱出时代声音，近 60句红

色电影台词述说光辉岁月，44部红色

电影幕后故事讲述光影传奇，24个党

史知识点延展阅读，及 100 个大事记

纪录百年大党 100 年。展览以 6 大主

题板块、集合超 5万字文稿，深入展出

超 100 部经典红色影片，通过电影的

角度，再次重回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中

那些惊心动魄又雄伟壮丽的故事。

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原所长、

原党委书记房宁，亦企服务港瀛海港、

荣华港总干事王含含，及北京新能源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72家单位的181
位代表亮相展览开幕现场，南海智辰

党支部书记、大地文化传播集团CHO
赵冬为活动致辞。现场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裴晓军开设《历

史与人民的选择》党史主题分享课，在

党史课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中，感受中

国共产党精神百年传承的力量。据悉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 三大主题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点燃百年庆典

为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重温经

典，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

地文化传播集团策划三大主题活动。

百城百场红色观影，庆祝百年辉煌

征程。6月起，大地文化传播集团在全

国100座城市开展100场免费红色观影

活动，吸引党员、学生群体等上万人参

与，观看多部经典红色影片。百城之中

不乏北京、上海、西柏坡、遵义、井冈山、

瑞金、南昌、长沙、百色、嘉兴、沂蒙山、

大别山等红色圣地，通过红色观影，观

众再次走进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

闪耀瞬间，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

致敬百年红色传承主题观影，让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6 月 4 日，“薪火

相传 致敬百年红色传承”主题观影活

动在大地影院上海吴泾宝龙广场店举

行。嘉宾从最小年龄 11 岁的少先队

员，到最大年龄 76岁的曾浴血奋战在

战场一线的退伍老兵汇聚一堂，共同

观看了国内单片票房第一的电影《战

狼 2》。在红色光影的感染下，一代代

人将党的精神传承！

庆百年华诞，写下你我祝福红色

寄语主题活动。在北京、上海、深圳、

杭州、常州、武汉、烟台、清远、广元、三

明的 10家代表影院内，观众可以一张

张便签寄托对中国共产党的祝福，以

汇聚心声的方式为党庆生。

据了解，大地文化传播集团是以

电影为基础的文化娱乐综合业务平

台，业务涵盖：电影投资制作与宣发

——大地电影，院线内电影发行、影院

加盟和服务——大地院线，影院投资

与管理——大地影院集团，动漫开发

及 IP运营——惊奇和睿，影视广告及

营销——时代广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作为电影行业的重要一员，大地文

化传播集团有责任发挥自身渠道优

势，做好电影行业“最后一公里”的阵

地宣传，让观众能切实感受到热烈喜

庆的庆祝氛围，在良好的电影文化环

境里学习党史，更好地传承革命精神。

赵冬（右）为房宁（左）讲解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