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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文府

历史交汇点上的战略规划，凝聚磅

礴力量的宏伟蓝图。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战略和

全局上对文化建设作出了规划和设计，

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

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

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

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高度重视、高瞻远瞩、高端谋划，为

我们指明前进方向，标明任务目标，中

国微电影大典作为新时代的“文化符

号”，微电影、微视频文化活动的开创

者、创造者、引领者，肩负着为新时代凝

聚精神文化力量的重要责任，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吹响冲锋号

角的历史重任，我们要自觉紧跟新时代

信息化发展浪潮，主动对接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的文化需求，积极开创微时代，

努力奏出最强音。

催化“微循环”打造新引擎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确立了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中国微电影要积极适应国家

“循环”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文化建设的

内在要求，抓好自身“大循环”、“双循

环”、“微循环”，强力打造创新发展的新

动能。坚持“标准”带动。没有“标准”就

没有“水准”，没有标准的“闭环”就没有

标配的“循环”。“微电影”是什么？聚焦

微电影为什么？助推微电影应该做什

么？这些都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必答

题”，也是鼓起勇气迎难而上的“抢答

题”。我们在微电影火热而生动的实践

中，要作出正确回答，交出合格答卷，就

要率先摸索确立的行业标准，来发挥

“微循环”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坚持“杠

杆”驱动。遵循微电影产业运行的内在

规律，切实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统筹、衔接、统一起来；让线上与

线下、网线与院线互动、互补、互促起

来；使观众、听众、受众共享、共鸣、共育

起来，使党的思想传播越来越接地气、

有灵气、壮底气。同时要综合发挥经济

杠杆的驱动功能，让微电影产业相关人

员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以激发各

方面人员参与推动、投身创作的积极

性。坚持“大典”撬动。本行业的盛典

是撬动行业本身循环发展的支点。中

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评选表彰活动

作为国家级微电影盛典，在引领和推动

中国微电影产业创新发展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今华传媒作为中

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的执行运营单

位，我本人作为今华传媒负责人、中国

微电影大典执委会主席，将一如既往、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善做善成，“咬定

微影不放松，一心只做文化功”，多向前

辈学习，多向各领域行业标兵学习，与

业界同仁一道为促进中国微电影产业

的繁荣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发挥“微优势”抢占新高地

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必然会在中华大地上掀起新

一轮文化建设热潮。中国微电影大典

要准确识势、科学顺势、主动求势、认清

优势，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的敏感与智睿，抢抓机遇、抢占先

机、抢夺高地，勇做“微时代”的弄潮儿。

要发挥微电影“以小见大、以精见长”的

独特优势。要针对微电影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的特点，不断创造“小剧本反映大

主题、小演员担当大角色、小导演敢为大

手笔”的唯新体验；要满足个性化需求，

利用好碎片化链接，不断营造“分分钟

受教育、秒秒钟有启迪”的唯快体验；要

结合主流媒体重大庆典必有微电影、重

要活动必有微视频的特点，积极塑造

“舍我其谁、非我莫属”的唯尊体验；特别

是，要积极应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疫情防控依然严峻的形势，多为人民群

众创作优秀的微影作品，留得住人，拴

得住心，大力营造“躺在小楼成一统，学

习娱乐更充实”的唯我体验。要发挥微

电影“包罗万象、充塞寰宇”的独特优

势。要根据微电影无处不有、无处不

在、无人不晓的特点，充分利用微电影

以及微信、微博、微小说、微视频等独特

形式，积极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讲述

中国故事、宣扬中国道路、展现中国模

式、传播中国文化，不断扩大中国朋友

圈，提升中国影响力。要发挥微电影

“人人参与、雅俗共赏”的独特优势。“上

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党政军民企、

工农商学兵”，每个人都是微电影的参

与者、创作者、受益者。微电影要积极

扮演青少年的“成长乐园”、创业者的“良

田沃土”、老百姓的“掌上明珠”的特殊角

色，真正融入人民生活，贴近百姓喜怒

哀乐，在同行共进中不断成长。

培塑“微人才”架构新矩阵

推进人才战略既是建设文化强国

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微电影行稳致远

的重要支撑。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

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

性”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不断打造微电影人才矩阵。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

向、内容导向、价值取向，提高政治觉

悟，保持政治定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应着重在三个方面狠下功夫。注重

培塑创作“快手”。积极适应微电影自

身具有的“短平奇快、制胜以快”的特

点，坚持原创为主、简编为辅，面向大众

关注草根，发现和培养一批不同界别、

不同业态、不同气场的“微创”、“微编”、

“微角”快刀。注重培塑网络“推手”。

无“微”不至、无“网”不胜，形象生动地

诠释了微电影与互联网的依存关系，在

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互联网的“推手”，

就没有微电影的“推动”。我们要借鉴

“网红”的生成效应，与优秀互联网企业

联手，采取借势孵化、借鸡生蛋、借梯上

楼等多种形式，培树自己的“微手”、“微

红”。注重培塑运营“高手”。微电影产

业的生命力取决于微电影产品的运营

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产

能，一手抓运营，不断发现和培养运营

人才，以人才矩阵支撑产业“战阵”，助

推中国微电影大典扬帆远行，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作者为陈文府，笔名陈今华，国

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国家一级人力

资源管理师，中国微电影大典执委会

主席）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之际，中国电影市场中一部抗战题材

影片《金刚川》正引爆票房并持续引起

国民情绪共鸣。电影聚焦于金刚川上

的一座简易桥的“防、炸、修、守”，管中

窥豹地呈现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

牺牲，讲述了一位位中国人民志愿军

英雄而平凡的故事。

在《金刚川》激情澎湃却又平实

的细节故事中，那段沉寂的历史变

得 鲜 活 可 感 ，有 了 触 手 可 及 的 温

度。在厚重沧桑的历史画卷与小战

士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交错呈现之

间，未曾亲历的我们年轻一代观众

也得以清晰地认识历史，进而知晓

和平盛世的来之不易。

这是部年轻人都该看的片子。我

们这一代幸逢盛世，面对新时代，走进

新时代，认识新时代，爱上新时代是我

们今后的人生课题。了解民族经历的

苦难来路，回望先辈们的初心，探研国

人跨越的漫道雄关，体味民族的精神

文化自信根基，才能融入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早在 60 多年前，第一部表现抗美

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随着“一条

大河波浪宽”的歌声激情上映。1953

年，同时兼任编剧与导演的林杉和沙

蒙以志愿军战士的身份来到朝鲜，通

过近两百天的“战地生活”，边体验边

创作了文学剧本《二十四天》。1956

年，这部凝聚了两位影人心血与激情

的《上甘岭》得以上映，影片聚焦上甘

岭战役中的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于

细微中将人民军队大无畏的英雄主义

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拍摄周期

仓促，制作条件简陋，但在大后方和国

内外巡回放映时，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极大地鼓舞着士气，唤醒了民众，传播

了中国精神。

电影作为启蒙民众和抗击敌人的

利器，如袁牧之所言：“我们要利用这

一武器，间接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

他们纪录史实、讴歌热血、抚平伤痛，

重建信念，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的历

史使命，更在战火中存续了中国电影

的命脉。

在国产片中，抗美援朝题材和抗

日战争题材电影一样占据了重要的

位 置 。 这 一 类 的 优 秀 影 片 层 出 不

穷。中国电影人留下的这些遗产是

精神遗产中有血有肉的一部分，作为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者、教育者和学习

者，我们应视若珍宝，一脉相传，因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而铭记历史最重要的目的

是，找到我们得以存续的精神源头，

找回我们的初心。

（作者为陈捷，南京艺术学院电影

电视学院教授；黄丽琦，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

聚力中国微电影
履行时代新使命

青山不语埋英骨，精神不朽初心在
——观《金刚川》所想

■文/陈捷黄丽琦

本报讯 近日，由方励监制，青年

导演大飞自编自导，上白、许月庆、王

新忠等主演的电影《残香无痕》定档

12月 4日全国上映，定档海报也同时

发布。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

一对兄弟与一个女人之间发生的伦理

悲剧，深刻探讨了底层女性的命运。

影片用现实犀利的笔触，勾勒出片中

每一个人物卑微人性中的光芒，阐述

了伴随人生的宿命主题，表现出“相遇

本来就是错误，再怎么做也对不了”的

寓意。

（影子）

《残香无痕》定档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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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编辑部统计，截至 11 月 20 日，数

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

影片 4260 余部，其中 2019 年以

来出品的影片 316 部。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0 日新增 14 部影片，

其中故事片 2 部、科教片 9 部、纪

录片 3 部。

上周全国共有 31 个省区市

的 142 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109 部，总计 8 万余场。6 条院

线订购影片超百部，青海惠民农

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

购场次最多，超 7000 场。北京奔

小康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卡

次数相对较多，超 400 次；运城新

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回传放映

场次相对较多，超 12000 场。

各地院线广泛开展

普法教育宣传

截至 11 月 20 日，全国 28 个

省区市的 117 条农村院线累计订

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

传片近 20 万场。全国多家农村

院线结合辖区宣传教育重点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益电影

普法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在基层农村、社区校

园、厂矿工地等大力营造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重庆市潼南区惠民电影公

司联合区司法局组织开展《民法

典》微宣讲暨惠民电影进机关活

动。活动放映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宣传片，宣讲了《民法

典》出台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

容。本次活动扩大了《民法典》

的知晓度，增强了广大执法人员

的法治观念，促进了大家运用法

治思维开展好城市管理的工作

自觉。

广西贺州市积极推进法治

宣传主题电影进乡村进校园活

动。桂东院线公司平桂电影管

理站在辖区内 9 个乡镇（街道）的

125 个村（社区）及部分中小学开

展了法治宣传主题电影进乡村、

进校园活动。11 月 15 日，院线

公司的 4 个放映队分别在贺州市

多所学校放映了《反贪风暴 3》、

《扫黑除恶宣传片》、《拒绝毒品

幸福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宣传片等影片，受到教职

员工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该项

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益

电影从 11 月 1 日起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民法典》普法宣传放映

活动。为做好此次活动，院线订

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科教宣传片 1820 场，40 支放映

队走进农村牧区、街镇社区，以

“公益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宣传片”的形式，促进群众

对相关法律条文的学习和了解，

提高群众对《民法典》的认识，让

《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

进群众心里。

湖南益阳市组织开展“尊法

守法、携手筑梦”关爱农民工、普

法在行动宣传电影展映活动，在

中心城区周末广场电影院、大通

湖区乡镇在播放正片前加映《农

民工法律援助》、《离婚分财产》、

《中国民法典》等 10 余部宣传短

片。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法

治意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营造文明新风尚贡献力

量。

爱国主义影片持续热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

年，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入朝作战 70 周年。近期，各地

院线通过积极订购放映抗战题

材影片和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大

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在全社会倡导尊

崇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

本周故事片订购榜单前 10
名中有 9 部战争题材影片，《战

士》、《十三猎杀》、《打过长江去》

位列前三甲。此外，《地雷战》、

《解放：终局营救》等经典影片也

表现抢眼，跻身前十。

科教片方面，《扫黄打非警

示录》继续占据首位，截至 11 月

20 日，共有 110 条院线累计订购

17 万 6228 场，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已经成为各地“扫黄打非”工

作宣传主阵地。

新片方面，三部纪录片《大

戏记忆之穆桂英挂帅》、《大戏记

忆之花木兰》、《大戏记忆之程婴

救孤》登陆农村电影市场。三部

影片形象呈现了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大戏背后的感人故事，用虚

拟现实等创新技术再现名家名

段，充分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

点评》，欢迎各省区市电影管理

部门、农村院线、影片发行方将

近期影片订购情况、设备巡检运

维工作、技术服务培训工作等信

息及照片发给我们。《农村电影

市场周点评》将在《中国电影

报》、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

站和微信公众号刊发，并选出优

秀 稿 件 推 荐 主 流 权 威 媒 体 刊

发。投稿邮箱：dmccnews@dmcc.
org.cn，来稿请注明作者、联系方

式及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