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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心灯》
呼唤身心健康培育 助力心理健康传播
“《点亮心灯》微电影研讨暨心理健康短视频开发座谈会”在京举行

2月 10日上午，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由国家心理健康和

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主办，广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广东省中山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防治中心及广东省中山市心理卫生协会

承办的“《点亮心灯》微电影研讨暨心理健

康短视频开发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司、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电

影家协会、中国楹联学会、新华社、中国传

媒大学、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等有关单位

领导和专家参加了研讨和座谈。会议由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党委

书记、主任姚宏文主持。

与会领导和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普遍认为《点亮心灯》微电影关注心理

健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启示价值。

该微影片聚焦一户普通家庭，将年轻人的

抑郁，老年人的孤独焦虑，儿女不在身边

的担忧等诸多问题，巧妙地结构在一起，

剧作匠心独运，人物塑造鲜活生动，情节

推进合理，节奏张弛有度，影像艺术唯美，

视听运用娴熟，特别是在片尾打出字幕：

“心安、家安、国安”更是升华了影片主题，

使得这部微影片极富艺术感染力，也将关

注心理健康的理念直观生动地传递给了

观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文明办原主

任、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胡振民应剧组邀

请欣然为《点亮心灯》微电影题写片名，并

书面称赞该影片主题突出，制作精良。希

望相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再接再厉，进一

步做好宣传倡导工作，丰富关爱老年人心

理健康进社区活动 ，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为健康中国建设献计出力，为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增添光彩，还请有关同志代

为转赠主题书法作品。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对心理健康短视频系列开发寄予厚望，并

指出传统文化、音乐是人们正常心理发育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心理健康促

进方面，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总结经

验，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

化的特色与优势，利用好现代科技传播手

段，通过影视文艺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

与会专家结合微电影《点亮心灯》的

创作，分别从关注心理健康、后续作品系

列化开发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

聚焦心理健康

《点亮心灯》开了个好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孙

向红，希望以此次《点亮心灯》微电影的成

功创作播出为契机，加强未来心理健康微

电影的系列开发与合作，共同为心理健康

知识的普及、老年人群甚至更广泛群体心

理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贡献力量。中国

科学院心理所非常愿意为心理健康微电

影的系列开发提供专业支持。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党组副书记许

柏林对《点亮心灯》微电影制作组全体成

员团结协作、精益求精、迎难而上的敬业

精神深表赞赏，并分别从“题”、“点”、“节”

三个方面阐述了该片的社会意义与艺术

呈现。他希望心理健康系列微电影开发

要把握住宣传倡导的亮点、建立心理健康

的支点、把握社会心理的痛点、关注大众

心理的拐点、重视心理事件的社会散点，

注重细节，刻画人物，提供科普知识，用艺

术服务大众心理精神健康！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贾福军表

示，当前心理健康科普更期待全社会普

及。目前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不足，亟

待科普。《点亮心灯》微电影有意义，应宣

传推广。心理健康微电影开发前期对心

理健康类知识点的确定，典型案例的征集

也是非常重要的。

系列化打造

助力心理健康传播

作为关爱老年心理健康与社区康

复的微电影《点亮心灯》在春节期间多

家主流媒体视频网站播放，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认可。

中国楹联学会会长李培隽表示：文

学艺术和传统文化是能够在心理健康和

精神卫生方面发挥作用的。他建议未来

在全国各地的康养院、康养病房设示范

点，积极引导康养患者通过艺术的形式

锻炼身体机能，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

福感。

新华社音视频部专题室主任李杰表

示，以往的心理健康工作更多的是第三

方视角的新闻报道。但这次通过微电影

《点亮心灯》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工作、我

们的宣传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飞入寻

常百姓家，在网上以微电影的形式进行

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后续心

理健康类视频的开发可以结合现在新媒

体发展趋势和短视频传播特点，去打造

系列化的作品，通过传播心理健康知识，

弘扬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

心理健康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基础部

主任、教授赵晖说，《点亮心灯》剧本的选

题是以家庭为依托，由点带面，层层递

进，逐步展现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心理

健康问题。《点亮心灯》微电影的制作，不

仅是艺术形态的融合，更是跨界——心

理健康行业与文艺界的融合。影片既有

家文化、家风的传承，又展现了社区文

化、邻里之间的温情，同时点亮了医患关

系、凝聚了权威心理机构的专业力量，也

给未来健康产业的开发提供一个新的契

机，可谓亮点频频、灼灼其华。

《点亮心灯》编剧李传旭、导演朱少

宇、首席制片人蒋廷云、主演杜帅、新华

社多媒体数据公司总经理吴耀辉、广东

省广播影视剧专业委员会主任杨绯、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郑志伟等纷纷发言，表示将积

极支持并参与心理健康短视频开发与

制作。

广东省中山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防治中心主任、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院

长、中山市心理卫生协会会长、主任医师

蒋廷云还特别表达了承办和参演的感

受。他说：现实中的心理健康工作，酸甜

苦辣都曾经有过，这次承担《点亮心灯》

制片人特别开心快乐，尤其是和众多同

行本色出演，讲述彼此的故事，观众愿意

接受，患者家属更乐意接受，接下来，要

发起《点亮心灯》的系列开发，以实际行

动，配合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

中心，共同谱写一曲心理健康和社区康

复的赞歌。他感谢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防治中心把这么重要的宣传活动交

给中山承办，表示通过此次活动积累了

经验，也为下一步更好地做好心理健康

宣传和做好心理卫生服务开阔了思路。

《点亮心灯》导演朱少宇说：这次拍

摄时间紧，压力大，但特别有意义，能带

领他的团队完成这个贺岁作品，也算在

疫情新阶段，让身边的人说身边的事，由

一线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本色出演，及时

为更多人喜迎新春、合家团圆送上欢

乐。用微电影讲述城市故事、行业故事，

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表示今后要呼吁

影视圈的同行们，更多更好地为心理健

康和社区康复宣传倡导加油鼓劲。他还

特别对参与这部微电影联合制作的广东

省中山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

会、广东省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广东

省中山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广东省中山市心理卫生协会对本次

拍摄制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大家纷纷表示，《点亮心灯》是一部

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是以微电影的

形式对心理健康传播的一次积极探索，

是贯彻落实“健康中国”策略的必然要

求，是推动落实心理健康工作，推进心理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最后，毛群安司长对微电影《点亮心

灯》后续的系列项目创作提出了期待与

信心。他说：期待通过微电影《点亮心

灯》这个项目带动围绕着心理健康、健康

传播，产生一大批好的科普作品，我相信

也有信心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

中心能够做好这个工作。我期待将先进

的信息技术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传播更多的心理健

康知识。也期待今后有更多关注心理健

康方面的微电影奉献给观众！

《点亮心灯》剧本，是我和我的同

事们共同完成的，源于“健康中国行动

——关爱老年心理健康进社区/书法

与心理志愿者迎春送福活动”。当初，

领导们要求做好送春联、写福字、搞科

普的同时，组织制作一部微电影。于

是，我们展开了一场春节前的影视“接

力赛”，重点围绕“心”、“借”、“亮”三个

字进行创作。

一、打开心门，借光点亮自己

起初，我们请了几位老师写剧本，

其实本子都挺好，艺术性相当强，唯一

的不足是，因编剧老师暂时对心理健

康和精神卫生工作了解不多，所以少

有行业特色，值得学习，可不宜我们制

作。那时，离春节仅剩十天，燃眉之急

啊！作为活动项目负责人，我陷入了

进退两难之境。

正是领导老师们的真情指点和期

待，把我的心照得透亮，使我平添了许

多自信。1月12日、13日这两天，我几

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挑灯夜战，熬出

了《点亮心灯》剧本。当然，这对于一

个成熟的编剧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可对我而言，却是初出茅庐第一次，谈

不上什么佳作，就算为日后的创作道

路开了一个头吧！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党委书记、主任姚宏文同志在指导

剧本创作时指出，该电影所叙述的故

事要从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角度切入，

充分体现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专业

特点，让观影者受到启迪。为此，剧中

设定了老年孤独导致心理不健康的一

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儿女不在身边，或

者他们身体有毛病，男一号小宝康复

回归，其哥大宝一家过年回家，父母自

然心情好了起来；中心分管领导姜雯

同志提出，要突出广东中山“灯具之

乡”等历史文化背景，表达春节中康复

家庭的几个感人瞬间，并直接给出命

题作文《点亮心灯》。于是，片中有了

小宝照明设计大赛获奖，“母子连心

灯”亮灯仪式举行，这正是对小宝康复

的较好回应；中国传媒大学赵晖教授

提议，要立足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行

业特色，挖掘人物、升华故事。创作

时，通过展现小宝康复成功示例，吸引

亲人回国发展，换来全家的大团圆，并

点明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各种心态；中

心领导黄长群同志、王钢同志，一再鼓

励我要搞原创、立标杆、出精品。

二、敞开心扉，借力点亮同行

大家知道，影视创作的过程痛并

快乐着！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我

以一个新兵的名义，毅然豁了出去，毫

不掩饰地向业内外同仁们求助：任务

压头，敬请帮忙！真没想到，有求必

应，他们比我心更明亮，个个毫无保

留、义无反顾地帮助我。

导演朱少宇老师，从他独特的视

角指导故事人物、剧情场景的设定，且

在南方的小年日这天进驻中山，一边

堪景，一边带我参与二次创作。如剧

中一场戏，把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迎

春送福活动、当地社区党群活动等有

机融合在一起；心理专家韩布新老师、

李娟老师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把关梳

理剧情，使故事围绕小宝这个康复家

庭展开，符合现实，符合情理；传媒专

家李杰老师针对新华社平台播出要

求，在制作内容、表达形式、语言习惯

等方面给予指点。让剧本创作上把握

了疫情防控新阶段的一个“度”，能代

表心理健康行业发声，尽量做到了言

语平民化，观众喜欢听；喜剧演员杜帅

老师多次和我交流，讲述他生活里有

趣的故事，给了我不少创作的启发；特

别是得知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贾福军

主任，中山市卫生健康局李翠萍副局

长，中山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

中心蒋廷云主任、刘新霞书记、任衍镇

老师等对微电影很感兴趣，并自愿公

益参加演出时，我随即和朱少宇导演

商议，专为他们设计剧情，请他们本色

出演。果然，他们戏里戏外帮我们的

影片拍摄与宣传，塑造出了良好的人

物形象，成了社区康复工作中的一大

亮点，许多同行看到后倍加兴奋，百感

交集。

三、广开心路，借势点亮观众

我们的工作是社区康复指导，推

出微电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广

大康复者及其家属服务，让观众产生

共鸣，为此，创作过程中，我遵循以下

基本原则：

一是时间要适度。总时长控制在

10分钟左右，太长了，观众留不住；太

短了，事件说不透。剧本定稿后，我采

取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请几个

人来解读，这一招还真管用，部门几位

同事轮流几遍读下来，刚好是10分钟

多一点点，这与片子最后的时长相差

无几。

二是故事要温情。本片讲述的是

春节期间一个康复家庭的故事，我尽

量把社区康复的事合情合理、合法合

规说到位，同时，考虑普天同庆、合家

欢乐的祥和氛围，如何让观众乐于接

受这件事。比如：小宝在剧情里，被王

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后，告知其家人，

配合治疗是可以恢复的；孙复兴老人

一家几年未团圆，让观众一看影片便

知是疫情的原因，如今防控政策优化，

大部分人可以回家过年了，大伙儿一

提这事，心里都敞亮得很。片子即将

结尾时，大宝一家的几声：“爸、妈”、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叫出了

长辈们最想听到的声音，同时，更加引

发了无数游子的感动。

三是人物要鲜活。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进一步加深，加之三年疫情，不仅

老年群体心理状况堪忧，许多年轻人

基于工作生活压力，精神状态欠佳，剧

本里没有回避，故事主人公小宝正好

是无数后生的缩影，通过配合专业治

疗和社区帮助，他成功回归社会，实现

了所有人的愿望。男一号杜帅老师演

绎得恰到好处，我当初就是照着他的

模样创作的。现实生活中，杜老师是

个喜剧明星，心身健康的很。

另外，我一直爱好影视文艺，最近

两年半路出家学起了编剧，这条路能

走多远很难预料，可我坚信一点，只要

用心用力用情，做好影视或影视项目，

就可以吸引一定的优势资源，更好地

为行业多发声、为大众多服务。这也

是我多年的文艺梦想！“点亮心灯”也

为我点燃了希望！

微电影《点亮心灯》创作感想
■文/ 编剧 李传旭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社区康复指导部副主任、编剧李传旭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司司长毛群安讲话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姚宏文主持会议

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姚宏文向广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主任贾福军赠送书法作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书记孙向红向广东省中山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
中心主任蒋廷云赠送书法作品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黄长群向中国电影家协会导演朱
少宇、著名喜剧演员杜帅赠送书法作品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姜雯向中山市心
理卫生协会副会长任衍镇赠送书法作品

《点亮心灯》部分主创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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