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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红色经典进校园”
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启动

《悬崖之上》献礼建党百年重温峥嵘岁月

“大国顶梁柱 永远跟党走”

经典红色电影走进央企

本报讯（记者 李佳蕾）5 月 28 日，在国

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国

资委党委宣传部指导下，由中国保利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提供支持的“大国顶梁柱 永远

跟党走”经典红色电影走进中央企业活动启

动仪式在保利大厦举行。

国资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陈国栋，保利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化龙，保利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张浩，中国电影资料馆

党委书记、馆长孙向辉等参加了启动仪式。

陈国栋强调，经典红色电影深入人心、

历久弥新，是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重要素

材，把红色经典作为生动教材，有助于“四

史”宣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

心；中央企业底蕴深厚、资源丰富，是红色电

影创作的重要宝库。他要求中央企业创新

宣传教育载体、弘扬央企优良传统、自觉扛

起责任使命，强化沟通联合、推进优势互补，

在生产出品、宣传展映主旋律影视剧作品方

面主动担责、形成合力，为开展“四史”宣传

教育拓展平台载体；要争取推出更多展示家

国情怀、书写人民生活的扛鼎之作，为满足

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为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央企应有的贡献。

张浩在致辞中表示，保利集团举办此次

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国资委关于于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部署要

求，充分发挥红色电影在传播主流价值观独

特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四史”，感

受红色文化、践行红色精神、赓续精神血脉，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担当的作为，开创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保利集

团将充分发挥渠道优势，通过保利艺术博物

馆以及保利剧院、院线的 73 家剧院、电影院

线的 229 家影城等，为社会各界提供红色艺

术特展、红色剧目演出、红色电影观赏等文

化服务，让观众零距离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中央企业丰富的题材是红色电影创作

不竭的源泉。《铁人王进喜》《吴运铎》《郭明

义》《港珠澳大桥》等人物及故事原型，都来自

央企各行各业艰苦奋斗的劳动者们。”孙向辉

说。她还介绍，为了丰富以党史为重点的“四

史”教育载体，中国电影资料馆利用馆藏档案

编研成果和中国电影学派研究力量，选取多

部影片制作了片前“导赏短片”和“电影档案

微展”。在片前导赏短片中，专家导师从马克

思主义美学出发，多角度、多维度阐释影史经

典。在电影档案微展中，观众只需要在手机

上一点一划，便能发现更多史料和知识。

在播放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制作的《冰山

上的来客》《英雄儿女》的“导赏短片”之前，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副

主任、研究员左衡讲述了“四史”党课的教育

意义。他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导赏短片

’、‘电影档案微展’、电影数字修复等方式，

使观众不但能够从经典红色影片中获取精

神营养、传承发扬红色基因，也通过创新的

电影产品把中国电影史再次激活，让广大党

员、群众在影视作品中收获丰富的历史知识

及深刻的历史感悟，牢记初心使命、坚定责

任担当。”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新闻发言人刘树山不仅讲述了《金刚川》拍摄

时的“战争”经历，同时还提到正在紧锣密鼓制

作的《无限深度》的拍摄过程，并风趣地介绍了

中铁参与红色电影创作发行的经验。

《港珠澳大桥》导演闫东现场结合影片

创作实践分享了他的创作感悟，来自保利

WeDo 音乐艺术教育的青年艺术家现场演奏

了小提琴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全场大合

唱《英雄赞歌》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据保利文化党委副书记、保利影业董事

长李卫强介绍，本次“经典红色电影走进中

央企业”活动将持续到 2021 年底，成为在全

国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

秀影片展映的组成部分；组织中央企业广

大职工群众观看红色电影，将中国革命历

史作为最好的营养剂，通过真实的历史影

像感受党史的磅礴力量，凝聚央企改革发

展的奋进力量。

本报讯 张艺谋首度执导谍战大片《悬崖

之上》上映以来不负众望，排片一路逆势上

扬，票房突破 11 亿，拿下五一档票房冠军。

不仅如此，淘票票9.0 分、猫眼9.1 分、微博豆

瓣 7.6分的高口碑，也一路领跑五一档，成为

近年来国产最佳谍战片。

作为一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影

片，《悬崖之上》难能可贵地在达成高市场效

益、高艺术水平的同时，收获了高社会效应，

引发了全民对隐形战线上无名英烈的集体致

敬。片中身处险境的中国共产党员在面对狡

猾狠辣的敌人，所展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激

发了每一个观影的群众，特别是党员观众的

爱国爱党情怀。在上映的一个月时间里，企

事业单位、社区党组织将《悬崖之上》作为的

“学党史”优秀教材，踊跃包场，集体观影，以

电影中共产党人的精神为指引，感怀历史、不

忘初心，加强爱国教育，树立党员职责。

领跑五一档，张艺谋再创票房佳绩

掀爱国情怀，学党史集体包场观影

“极具质感和叙事中呈现了动人心魄的思

想、审美力量，在雪白的自然色中，雕刻了血红

的信仰底色，在雪国的意象营造中，呈现了革

命先辈们为之浴血奋斗的黎明前的理想，在

‘诗’一般的书写中完成了‘史’的书写。”《中国

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这样评价《悬崖之上》。观

众的热情回馈给了影片票房——自 4月 30日

上映以来，影片好评如潮，口碑全平台第一，

连续17天获得票房日冠军，总票房强势逆袭

登顶，目前收获票房11亿。

回溯《悬崖之上》的逆袭之路，除了“张艺

谋坐镇、好故事做基、好演员添彩”三大缘由

外，《悬崖之上》用一腔热血书写真情，在建党

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历史，不忘初心，让观

众感受无名英雄为后代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

故事内核与思想高度，成为了其引发全民共

鸣的关键。也正是这样的内核高度，《悬崖之

上》在上映期间引发大批群众自发组织集体

观影，特别是在全民践行“学党史”的大环境

下，掀起了一波以观看《悬崖之上》学习党史

为目的特色包场观影热潮。据了解，包场观

影的主办方有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单位

工会、社区民众等，他们围绕“学党史”、“红色

观影”、“主题党活动”等主题进行包场观影策

划，所办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观影群众与党员

干部情绪高涨，组成一幅幅别开生面的“学党

史”场景。

为人民创作，高瞻远瞩树丰碑

党员齐点赞，精神洗礼追初心

电影《悬崖之上》总监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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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新时代电影工作，必须把握根本遵循，落实好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确保电影工作正确方向；必须坚持

守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

动电影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打造中国电

影的‘中华民族新史诗’。”《悬崖之上》就是秉

承这样的理念做出的好电影。特色包场观影

现场的每一个观众，无论其身份是群众还是

党员，无不被片中党员一幕幕舍生忘死、英勇

就义的画面所打动，更有不少人饱含热泪看

完全片。

“感谢我们的英雄在黑暗中前行，换来了

我们今日的岁月静好。”“乌特拉小队名字源

于黎明被说出来那一刻，既有革命的浪漫情

怀，又有对未来的无比憧憬向往，真的太令人

感动了。”观影结束，群众纷纷表达了对影片

的喜爱与敬意，现场党员更是通过观影，加深

了党员的身份认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共产

党人，虽然没有经历片中党员的磨砺，但也深

感肩负的重任，向每一个为黎明到来而牺牲

的共产党人致敬。”不得不说，《悬崖之上》为

观众献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一

次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洗礼，也贡献了一堂

生动而富有意义的“党史课”。

电影《悬崖之上》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英

皇（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阿里巴巴

影业（北京）有限公司、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抖音文

化（厦门）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新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英皇电影发行（北京）

有限公司、英皇（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联瑞（上海）影业有限公司发行，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发行。 （木夕）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中展现新作为，结合当前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

教育工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电影局、共青

团江西省委决定在全省广泛开展“红色经典进

校园”电影公益放映活动。

活动于 2021年 5月 28日下午在江西师范

大学正式启动，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永

明、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共青团江西省

委副书记胡振燕、江西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陈

新等有关领导出席并致辞。启动仪式后，江西

省将组织电影放映队在省内具备放映条件的

1000所大、中、小学校放映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获奖影片，以及列入教育部、中宣部向

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片目和江西省出

品的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据悉，从 5月份起，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

省电影局已陆续举办“学党史、感党恩、跟党

走”江西省公益电影红色经典进万村、“我为群

众办实事 优秀影片进基层”、优秀影片城市院

线展映等系列活动，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营造

了浓厚的节庆氛围。

（江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供稿）

本报讯 6月 1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

国电影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光影映初心 奋斗新

征程——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展览开幕仪

式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中国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出席开幕仪式并

宣布本次展览正式开展。中国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胡孝汉，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

市电影局局长王杰群，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

馆长陈玲，中国影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

少非，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孙崇磊

等出席了活动。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在

致辞中表示，中国电影家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

电影界的桥梁和纽带，新中国成立 70余年来，

中国电影人拍摄了众多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优

秀影片，在一卷卷的胶片上,印记了几代中国电

影人对人民的深情和对党的热爱，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的观众奋发向上。

张宏说：“在全党上下共庆党的百年华诞

之际，中国影协和中国电影博物馆共同举办

‘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展览，希望借助光影

图像的方式让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重新闪

耀，不仅可以重温我们党100年的光辉历程，更

是对当下数千万党员的一次精神鼓舞和激励，

这些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将犹如一盏盏明

灯，照亮我们的未来之路。未来中国影协要以

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坚定的信心奔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在

致辞中讲到，百年中国电影史是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国电影博物馆将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发挥国家级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通过

百部电影海报、精彩视频、道具藏品等珍贵资

料，突出表现银幕上反映的一大批视死如归

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

的先进模范和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

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深度挖掘红色

电影里的典型人物及动人故事，充分利用优

秀红色影片可视化教育资源，发挥党史学习

教育对青年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培根铸魂和教

化育人的独特作用。

陈玲表示：“未来中国电影博物馆还将继

续加强与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等相关

电影机构的联合联动，通过协同创新、社会参

与、跨界合作、互联网传播等方式，不断探索

创新，策划丰富的教育活动，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十四五’规划开

好局起好步，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作出积极贡献。”

据介绍，未来《光影映初心 奋斗新征

程——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展览还将走出

北京，到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地厦门等各

地巡展，展期将持续到年底，目前中国电影博

物馆已开始接受各高校及社会基层党组织的

展览参观预约服务。

（姬政鹏）

“光影映初心 奋斗新征程”
——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展览开幕

本报讯 6月 1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

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

公司承办、浙江影视集团协办的“看电影连环

画学党史”100部红色经典连环画首发式暨西

部校园捐赠仪式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志民出席活动并讲

话。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袁贵仁，中国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胡振民，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郑富芝，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

孝汉，中宣传部宣教局局长常勃，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吴刚，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王建光，中国关工委办公厅主任陈江旗，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纪晓华

以及著名电影艺术家王晓棠、雷恪生、张光北、

王霙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教育引

导广大中小学生“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在中宣部宣教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的指导下，中国电影家

协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电影出版社

策划出版了“看电影连环画学党史”丛书，该丛

书包括 100 本电影连环画，由 100 部红色经典

电影改编而成。

李屹表示，这 100部红色经典电影连环画

是从中国电影出版社建社 60 多年来出版的

2000 余部电影连环画中精选出来的，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地记录和讲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诞生、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

历程，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充满了强大的

红色力量。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这些文艺作品，

能够形象生动地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

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理由，感

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深植爱党爱国情

怀，能够从中不断吸取思想养分、播种理想信

念种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红色文化永放光芒。

王志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100部红色经

典电影连环画的内容质量，表示本套连环画精

心选题，从严编修，整套作品比较系统地反映

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孕育、创造的伟大精

神，这些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精

华和缩影，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广

大青少年提供给了革命传统教育的丰富精神

食粮。

郑富芝在致辞中表示，100部红色经典电

影连环画是宝贵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一定要

学好、用好，要融入课堂教学多个环节、融入团

队活动、融入社会实践。

据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虹

子介绍，“看电影连环画学党史”丛书全面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 100年来的奋斗历程，该丛书内

容新颖、形式出新，不仅在内容上忠实于电影

原片，在语言改编上更贴近新时代，以崭新的

语言展现给少年儿童，为方便中小学生阅读，

生僻字、疑难字还加注汉语拼音。该丛书出版

后，计划向西部100个地市、每个地市各100所

农村小学，共计捐赠100万册连环画，并计划将

此活动办成全国性、具有延续性的红色经典教

育公益项目。

在公益宣言环节，王晓棠、雷恪生、王霙、

张光北等电影艺术家，分别表达了自己与红色

电影的情缘和创作感悟。王晓棠表示，中国电

影人创作了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描述中国共

产党成立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伟大业绩，愿青少

年能够通过阅读根据红色电影经典改编的连

环画，更爱党、更爱祖国，因为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雷恪生表示，没有先人的流血牺

牲，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希望青少年能够通

过观看红色经典连环画，继承革命先辈的遗

志，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在丛书首发揭幕仪式上，李屹、王志民、袁

贵仁、胡振民、郑富芝、胡孝汉等共同为“看电

影连环画学党史”100部红色经典连环画的首

发揭幕，并向西部地区学校代表赠送了连环

画，胡孝汉向中国电影博物馆捐赠 100部红色

经典连环画作为馆藏图书。 （姬政鹏）

“看电影连环画学党史”百部红色经典连环画
首发式暨西部校园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