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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开展了以“光影辉映

百年路 砥砺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党史

学习教育电影课。从 4 月起到 10 月，

《解放了的中国》、《白毛女》、《上甘岭》、

《柳堡的故事》、《党的女儿》、《永不消逝

的电波》、《五朵金花》、《青春之歌》等20
部优秀影片，将在江苏全省各地 300 家

定点影院展映。

这 20 部影片都是经过中国电影资

料馆精心修复的红色经典影片。在影

院中通过超清画面重温红色经典，接受

党史教育，不仅能引导观众铭记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理解中

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

献，对影迷尤其是年轻影迷来说，也是

一种难得的观影体验。另外每课都包

含有10分钟专家导赏视频，专家将从历

史背景、影史价值和艺术风格等多个角

度对作品介绍，特别突出了对党史形象

化叙述和讲解，既使观众深刻感受党的

光辉历程、伟大贡献和伟大精神，也便

于单位机构组织观看。

为扎实推动电影课在江苏省内走深、

走实、走心，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省电影局局长、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焦建俊表示：一要精心组

织，有力有序推进。二要统筹结合，扩大

覆盖面和受众面。三要搞好服务，确保党

史学习教育电影课取得实效。

“城市院线要配合党史学习教育组

织电影课影片放映；农村院线要组织开

展好建党百年‘百片千村万场’公益电

影展映活动；江苏有线网络公司要组织

开展好百部影片的电视展播；校园院线

要将百部影片送进校园组织开展学生

观影活动。”焦建俊说。

积极贯彻国家电影局总体部署

各地纷纷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林莉丽 杜思梦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更好发挥电影特殊重要作用,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国家电影局不久前

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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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相关主题放映活动，重温红色经典，接受党史教育，引导观众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放映活动

不仅在各省、市、自治区城市院线展开，还深入广大农村、社区、校园、军营、企事业单位，营造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

为配合当前在全党开展的

党史学习教育，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

庆的氛围，近日 ,“永远跟党走

——河北省优秀国产电影主题

展映活动”首场基层放映在河北

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拉开帷幕，现

场 300 余名师生参与了活动。首

场展映为师生放映了抗美援朝

题材影片《金刚川》。

据悉，“永远跟党走——河

北省优秀国产电影主题展映活

动”将于 5 月份正式全面启动。

此活动包括基层放映和影城放

映两部分，将以电影展映为载

体，充分挖掘河北省红色文化资

源，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精

选了 50 余部红色经典影片、河

北省组织创拍的主旋律影片和

2021 年为庆祝建党百年推出的

重点影片，将通过河北影视集团

中联院线旗下影城和省内加盟

“人民院线”、“艺术影院联盟”的

专属影厅，依托河北省党史学习

教育五大主题红色文化线路，在

中联院线旗下 180 余家影院、400
余个影厅，至少开展 800 场公益

放映，送电影到群众身边。

这项活动也是河北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举行

优秀国产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省各地各

有关单位正在依托电影开展特

色活动，营造看电影学党史，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浓厚氛围。

接下来，“永远跟党走——

河北省优秀国产电影主题展映

活动”基层放映还将走进更多省

内院校、农村和革命老区，让更

多群众共享电影事业发展的成

果，共庆建党百年，为 5 月份活

动正式全面启动广泛预热。

“永远跟党走——奋斗百年

路，启航新征程”系列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是建党百年之际中央

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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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展映展播活动的统一部署在

全国广泛开展的系列活动。

活动精选了《南征北战》、

《上甘岭》、《金刚川》等一批优秀

国产影片，按照“党的盛典、人民

的节日”基调定位，落实“热在基

层、热在群众”的要求 ,坚持全国

农村院线“一盘棋”，动员全国各

地农村院线积极开展优秀影片

展映活动，全年分阶段推出优秀

影片，送党史题材电影进社区、

进农村、进学校。

4 月 16 日至 18 日，浙江嘉兴

南湖区连续三天每晚开展公益

电影放映（联丰村）专场。接下

来，活动将带着红船起航地的红

色基因，从南湖出发走向浙江全

省，有望掀起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热潮。此次主题放映活

动将贯穿全年，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通过一系列优秀国产电影生

动诠释“红船精神”，以公益电影

放映形式深入广大农村、社区、

校园、军营、企事业单位等。

浙江省超过 1000 个农村放

映点，涵盖浙江各个革命老区、

偏远山区等都将享受到贯穿全

年的建党主题免费公益电影放

映。随后，其他省区市还将陆续

开展“永远跟党走——奋斗百年

路，启航新征程”农村电影主题

放映活动。

▶ 浙江：
公益电影放映深入
广大农村、社区、校园、军营、企事业单位

重庆市主题展映观影活动从

今年 4 月开始，贯穿全年，除了城

市影院，还将深入城镇社区、乡

村、学校等放映点，播放一系列红

色经典影片和重庆本土优秀影

片，放映总计 8万场次电影。首批

放映的片单共 14部影片，包括《南

征北战》、《上甘岭》、《铁道游击

队》、《红色娘子军》、《地雷战》、

《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

女》、《南昌起义》、《百团大战》、

《血战湘江》等 11 部红色经典影

片，以及《王良军长》、《橙妹儿的

时代》、《东溪突击》等 3 部重庆本

土优秀影片。

本次展映观影活动除了全市

城市影院（城）、大专院校、主城区

商圈步行街、城市社区等放映点

外，还将深入全市行政村、乡镇、社

区、惠民室内固定放映厅、农民工

聚集地、军营及敬老院、中小学校

等放映点。

▶ 重庆：
将展映8万场红色经典影片和重庆本土优秀影片

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电影局近日主办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暨

“看电影 学党史”主题活动。陕西省委

宣传部、省电影局向基层赠送公益放映

影片 10 万场、城市影院惠民观影活动

1000 场，并资助电影展播、电影党课等

活动。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柯昌万表

示，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按照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把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

始终、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贯穿始终、把“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他号

召全省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结合本地区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安排，细化活动方

案，组织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加；各发

行单位、院线影院，要积极做好影片放

映工作，及时调整影片排片，为观众观

影创造便利条件；各级新闻媒体，要加

大宣传力度，集中推介展映展播影片。

西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廉宏

伟说：“我们将按照统一安排部署，统筹

全市资源，将看电影学党史活动作为西

安市党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城

市电影院线、农村公益电影院线资源，

狠抓落实，扎实开展好优秀影片展映展

播活动。”

据了解，活动期间每月均有十余部

电影上映，城市主流院线影院每周排映

展映影片不少于2场，“人民院线”和“艺

术影院联盟”影院每周排映展映影片不

少于 5 场；各农村电影放映队通过送电

影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

军营等形式开展展映活动；西部电影集

团开展电影党课等各种形式的电影宣

传教育活动；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举办

“百场电影惠民观影”、“党史主题电影

沙龙”等活动；陕西电视台影视频道、西

部电影频道、西影视频开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播活动，

根据片源情况和观众观影需求，合理调

配展播时段，提高影片展播效果。

在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暨“电影中的党

史”主题活动中，“百店百厅庆百年电影

党课”系列活动、“行走的电影院”暨“党

史故事会”大赛、“校园红色影展”暨“童

话同心”短视频大赛等各项系列活动将

采用不同形式，发挥各自特长，面向社

会各界，努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更好发挥电影特殊作用，

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

厚氛围。

其中，峨眉电影集团联合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将在全川持续开展“百店百厅

庆百年电影党课”红色主旋律影片的观

影活动。记者了解到，这项活动将推出

百家红色影厅统一方案，筛选 100 个影

厅，在视觉传达、氛围营造、阵地布置上

进行统一规范和要求，同时推出贯穿全

年的电影党课及主旋律影片包场宣传

方案，认真做好献礼影片的排映、整合

所有宣传渠道及媒体资源，提高红色影

厅及包场营销活动社会影响力。

4 月 18 日至 12 月期间同步开展的

献礼建党百年——“看电影学党史”·
“行走的电影院”暨“党史故事会”大赛

则以坝坝电影（露天放映）的形式，组织

红色电影走进100个社区、基层党组织、

支部结对观影、农村院线同步放映，并

将选择重点地区进行特色放映。

活动期间，还将以社区、基层党组

织为单位，组织讲述党史小故事比赛，

并以视频形式上传至川观新闻客户端，

参加社区“党史故事会”评选活动。值

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更多小学生了解党

史，传承红色基因，四川省还将于 5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开展献礼建党百

年——“看电影学党史”·“校园红色影

展”暨“童话同心”短视频大赛。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

局局长高中伟表示：“重温红色电影，

开展电影中的党史活动，对我们党史

的学习教育，意义非常大，我们希望能

把这个活动搞得更好，影响力更大，让

广大的党员干部从红色电影中汲取营

养和智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展映活动在城

市院线方面，全疆各影院已经于 4 月 1
日起统一悬挂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横幅，

而在展映放映的密度和广度方面，目前

的方案是每家影院每周不少于两场，

“人民院线”、“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影院

每周不少于五场。

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

传 部 还 将 结 合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观影学党史”、“系列主题观影”、

“致敬经典”、“红色电影展映周”等

一系列活动，并将结合“民族团结一

家亲”活动，开展“我和亲戚看电影”

等主题放映，确保展映展播活动取

得良好实效。

同时还将鼓励各影院运用多种手

段加强影院阵地宣传，通过张贴影片海

报、优惠票价、在放映场所设置红色电

影党史长廊、留影墙、党建“打卡点”、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公示栏等方式对展映

活动进行推介，引导更多观众接受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农村展映中，农村电影管理服务

中心将组织各县（市）农村电影放映队

进乡村开展展映展播活动，确保完成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任务。同时还

将开展农村电影“进社区、进校园、进军

营、进机关、进企业、进厂矿”的“六进”

活动。

▶ 江苏：
全省各地300家定点影院展映电影党课优秀影片

▶ 新疆：
在城市农村营造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

▶ 四川：
多项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同步开展

▶ 陕西：
向基层赠送公益放映10万场、城市惠民观影1000场

▶ 河北：
开展“永远跟党走”国产电影主题展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