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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

坚守初心使命续写奋斗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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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庄严：

铭记光辉历史 强化使命担当
做党的电影事业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的忠实传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系统阐述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必须牢牢把握的“九个必须”经验

启示和根本要求，为新征程上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视野宏阔、思

想深刻、内涵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使长影全体党

员干部员工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感受到强

烈的使命召唤。长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建立的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是新

中国电影事业开疆辟土的坚定践行者。作

为新时代的长影人，要把党领导人民电影

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创

建新中国电影基业的长影前辈的优良传统

和可贵精神传承好，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

取信仰力量，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斗精

神，为开创新时代长影振兴发展新局面提

供强大动力，创造无愧于长影历史、无愧于

新时代责任使命的新业绩。

筚路蓝缕、奠基创业

党的领导是长影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

保证。长影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是经过

战争年代炮火硝烟洗礼形成的，是新中国

电影的开拓者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

从接收伪“满映”到兴山建厂，从拍摄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到开辟中国电影

多片种发展新纪元，长影的先辈们在中国

电影史上树起了一座又一座不朽的丰碑。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

们永远不能忘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开疆辟

土、创造“七个第一”的长影先驱们，永远不

能忘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永远不

能忘记“做长影艺术家首先要做一名合格

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坚定政治信仰和艺

术追求。

长影的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是中

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电影史

上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它见证并记录了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与进步、苦难与辉

煌，见证了新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长影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

深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

程，是长影艺术家们矢志不渝听党话、坚定

不移跟党走，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真实写照，

凝聚着几代长影人的民族精神、文化责任、

智慧才华、艺术创造和思想力量。

在新中国电影的初创期，长影雄踞主

潮，创作了《上甘岭》、《白毛女》、《刘胡兰》、

《赵一曼》、《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

《董存瑞》、《平原游击队》、《甲午风云》等经

典影片，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

主义主题。进入改革开放后，长影人首当

其冲，胸怀坚定的政治追求、聚焦重大事件

和重大转折，以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表现

手法，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潜心为信念之

梦砥砺奋进。像《开国大典》、《重庆谈判》、

《七七事变》、《人到中年》、《蒋筑英》等，以

其史诗般的品格和丰富的社会内涵，深刻

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新认识，成为凝

聚民族精神、引领时代前进的精神动力。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时期，长影人更是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勇担文化国企的政治责任，

推出了一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精

品力作，如《辛亥革命》、《大太阳》、《信义兄

弟》、《索道医生》、《老阿姨》、《黄大年》、《守

边人》等。从老一辈长影艺术家到新时期

的长影人，为民族精神而作，为时代旋律而

歌，是长影电影工作者始终不变的创作追

求。前不久，在国家电影局确定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部优秀影片展映

片目中，长影有 15部红色经典影片入选。

这既是党和国家对长影创作工作的充分肯

定和褒奖，也是对新一代长影创作工作者

的鼓励和鞭策。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长影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

可贵精神在中国电影界熠熠生辉。创作党

和人民需要的优秀影片，为建设中国人的

精神家园添砖加瓦，是长影人76年的信念

坚守和艺术追求。

回顾新中国电影初创期那段艰辛而辉

煌的历史，东北电影制片厂党总支书记陈

波儿在故事片创作生产动员大会上讲的一

段话，今天读来仍倍感热血沸腾、激情澎

湃。她讲道：“今天党需要我们立刻把新中

国电影事业创建起来，人民、国家需要我们

很快地制作出我们的故事片，要完成这样

艰巨的任务，是会有许多困难的。然而，共

产党员是永远不会向困难低头的！我们要

用坚强的党性，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完成人

民、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

历史选择了长影，长影也因哺育了为

新中国电影开疆辟土的创业精神，战争打

到哪里电影就拍摄到哪里的战斗精神，“人

民立场、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超越自我”的

“小白楼”精神，“忠于使命、敢为人先”、坚

持二元发展不动摇、推动电影产业做大做

强的奋斗精神，确立了在中国电影业的重

要地位和光辉形象，成为永远激励长影人

和中国电影人奋勇前行的红色灯塔。

这些可贵精神，承载着长影人的初心

和使命，是长影76年发展历程中最清晰的

脉络、最鲜亮的底色、最恒定的基调，是长

影人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不断成长

壮大的制胜法宝。这些可贵精神，是延安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中国电影界

的继承和发展，构筑起长影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不仅是长影艺术家们忠诚担当和

党性锤炼的生动体现，也是几代长影人血

脉传承的风骨和品格，必将成为引领新时

代长影振兴发展新征程中聚沙成塔、众志

成城、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力量源泉。

滋养初心，汲取力量

努力在推动长影大发展快发展新征程

中担当作为。进入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

路，需要传承好长影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

统，在固本培元中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

中实现新作为，创造无愧于长影辉煌历史、

无愧于新时代责任使命的新业绩。

第一，要以为新中国电影开疆辟土的

创业精神夯实理想信念之基，不断汲取信

仰的力量，校准前进的方向。当前，中国电

影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长影要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时代要

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

现重新崛起，必须站在服务党和国家电影

事业大局的高度，不断深化对长影作为党

的文艺工作重要元素、宣传思想工作重要

阵地的认识，认清党和人民赋予文化国企

的时代使命和重大责任，以对党、对人民、

对长影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长影优良

传统和可贵精神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

党性修养、凝聚振兴发展力量的生动教材，

以赓续长影精神血脉和优良传统为己任，

强化党有所需、我有所为的高度自觉，讲好

电影摇篮故事、讲好长影前辈故事，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并在推动长影快发展、大发展

具体实践中弘扬光大。

面向“十四五”，对标党和人民赋予电

影国企的新使命新要求，长影集团党委提

出了“党建管影、业务立影、人才兴影、技术

强影、开放办影”的工作理念，通过全体长

影人的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让长影这面

中国电影曾经的旗帜和标杆永远挺立潮

头、高高飘扬。

第二，要以“小白楼”精神砥砺初心使

命，深入生活、观照现实，为人民奉献更多

精品力作。“小白楼”曾经是长影剧本创作

的摇篮，乔羽、成荫、林杉、沙蒙、马烽、白

辛、林农、毛烽、张天民、于敏、雷振邦、张棣

昌等众多耳熟能详的电影剧作家、音乐家，

在这里潜心创作、辛勤耕耘，创造了数百部

优秀剧本和久远流传的经典电影音乐，是

中国电影人向往和景仰的神圣殿堂。依靠

“小白楼”精神，长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电

影文学剧本生产体制和机制，也铸造了长

影作品的传统与风骨。

新时代长影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新气

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把

握新时代要求，自觉站在“服务国家战略、

体现党的意志、配合党和国家对外重大斗

争”的高度，以“国家队”角色思考和谋划创

作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跟上时代潮流，

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潜心研究和把

握中国电影发展趋势，深入研究电影市场

和人民群众审美需求，从故事内容、表现手

法、拍摄技术、营销方式等方面不断探索创

新，着力增强作品的精神厚度、思想深度和

情感浓度，提高讲好故事的能力、找准观众

“燃点”，用更多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的精品力作回馈时代、奉献人民，让“长影

出品”这个金字招牌焕发新的活力。

第三，要以“忠于使命、敢为人先”的

奋斗精神矢志担当作为，凝聚起长影振兴

发展的磅礴力量。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是电影和文旅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是长影振兴主业、做强产业，重塑辉煌大

有可为的时代。长影人不忘初心，不忘党

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既要有无私奉献

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既要增

强改革创新的锐气，又要提升破解难题的

能力。实现在中国电影产业繁荣发展大

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的“长影梦”，需要每

一个长影人脚踏实地奋斗，以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的开拓进取精神，书写砥砺奋进

的历史新篇章。

“十四五”期间，长影集团党委将组织

力量深入挖掘长影红色基因和厚重文化底

蕴，对长影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进行再提

炼、再升华，以能够体现长影“十四五”时期

创作成就的标志性作品，向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7月8日，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举办“电影界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国电

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张宏，中国影协副主席成龙、尹鸿、苏小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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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陆绍阳、皇甫宜川、张阿利、范志

忠、陈刚、李镇等电影业界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党一百年来

开辟的伟大道路、创建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总结了伟大的建党精神，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具体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百年

奋斗的光荣历程和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

涵和时代价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等，与

会人员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及工作中的实践经验，

交流了认识和体会。

陈道明说，作为电影工作者，要在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之后，深入领会并将讲话精神落到

实处。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

“人民”，而中国电影也绝不能跟人民分开：一方面要

服务人民，另一方面也要取材于人民，中国电影想要

对人民产生影响力和感染力，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

和意志。他认为，电影工作者为人民服务，要具备正

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

争取创作出更多让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

成龙回顾了自己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时的经历，并表示自己在参与文艺演出

后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有了更深的感

触。他表示，很多过去不可想象的发展成就，都在今

天的中国成为了现实，中国人能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

里，都得益于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奉献。

尹鸿表示，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中国电影人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国电影与时代共

同进步、伴随中华民族共同复兴的历程。他认为，中

国电影人不仅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也要锻造为

人民服务的能力。一方面要更加广泛地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

引导人民向更美好的生活发展的关系，处理好重述历

史、表现现实和面向未来的关系。

苏小卫表示，电影工作者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

刻，能够发挥强大的凝聚人心、凝聚情感的作用，用具

有表现力和震撼力的优秀作品影响观众、感染观众。

她认为，目前正在热映的电影《革命者》和《1921》就是

中国电影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浓墨重彩的

再现，也是对为革命牺牲的先烈的深情缅怀，更是对

盛世中国道路的赞许与肯定，以及对年轻人十分重要

的一次党史学习教育，这些作品倾注了中国电影人的

巨大努力，也产生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

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取之不

竭的富矿，为创作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为价值导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内容取向提供了着力点。中国

电影人应以讲好党的故事为抓手，通过更加优秀的电

影作品，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社长兼主编皇甫

宜川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更加意识到电

影创作中要坚持人民性和正确的历史观。他表示，坚

持人民性，就是正确历史观的一种体现，而正确的历

史观必然包含着对人民性的正确认识。“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性既是一种创作态

度，也是一种审美观和价值旨向。电影创作者要以人

民为中心，在电影中体现人民的价值和人民的创造

力，表达人民的心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现实，满

足人们对电影的审美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刚作为

电影史学研究者，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意识到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新建构十分必要。他

认为，当下主流电影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歌颂和呈

现，与“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建

议电影学者应有意识地从对当下市场热点现象的研

究转向更具历史维度的研究。作为电影专业的高校

教师，陈刚表示，在电影教育或者电影高等教育当中

不仅仅要注重学生理论素养的提升和实践创作经验

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而坚定的价

值观，特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帮助他们成为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有着使命担当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部副主任

李镇认为，党在各个历史阶段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前人

都没有遇到过，都需要去探索、去创新，这种勇气和创

造力特别惊人，应该被当下的人们去继承和发扬。他

表示，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过去，更是关于现在和未来，

今后会做好电影史研究工作，做好理论的建构工作，

为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史论贡献

一己之力。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教授张阿利

说，陕西电影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具有光荣和辉煌的革

命历史传统，无论是早年艰苦的延安电影团时期还是

改革开放后的西部电影时期，陕西电影都能始终听党

话、跟党走，不断弘扬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创新精神。他还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陕西电影应该继续在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诸多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

作用，讲好党史故事、继承红色基因，推动陕西电影事

业和产业健康发展。

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范志忠

在发言中表示，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的美学表达日

益缝合着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主旋律电

影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新主流电

影。他认为，新的百年征程中，在传统文化与互联网

思维中找到新的契合点，在电影院线和流媒体平台中

找到新的着力点，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好中国形象、讲

好中国故事，将是中国电影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

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望光辉历史、

擘画光明未来，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

丰富，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

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政治上，庄严

宣告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宣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理论上，深刻归结党团结带领人民

奋斗、牺牲、创造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首次鲜明提出伟大建党精神，

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重大命题；实践上，

定格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指明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开启更加恢

宏的新征程新赶考，激励鼓舞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乘风破浪、接续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把我

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

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最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

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指南，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分量、理

论含量、精神能量、实践力量。

峨影集团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围绕举旗铸魂

这个根本，在深学细悟中看齐追随，在对

比鉴别中坚定信念，在内化转化中树牢指

引，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围绕

初心使命这个主题，继承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深植红色血脉之根，筑牢为民敬民之

魂，尽好实干担当之责，自觉做人民的赞

美者、时代的传扬者、民族复兴的参与者

和记录者，始终坚持更高标准、走在前列，

推动讲话精神在峨影集团全面落地、取得

实效。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命运所系。作为国有电影文化企业，党的

领导是峨影63载光影华章的关键所在，也

是继往开来的根本保证。新的征程上，峨

影要坚定政治方向，始终高擎党的旗帜、

勇担党的使命、坚定党的意志，胸怀“国之

大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总揽全

局，把党的领导贯穿集团改革发展全过

程，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峨影再出发”战略高质量实施。要坚

持人才兴企，完善集团人才发展机制，不

拘一格、放手使用优秀青年人才，在改革

发展稳定主战场发现培养使用人才，针对

战略定位、目标任务、产业结构选配优秀

人才，培养造就政治强、懂产业、会经营、

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二是坚守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

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

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

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

利益。新的征程上，峨影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把满足人民文化需

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把创作生

产优秀影视作品作为集团的龙头业务，努

力创制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体现中华

文化精神、反映人民审美追求的精品力

作，为人民群众提供昂扬向上、多姿多彩、

怡养情怀的精神食粮。要全面实施“电影

精品创制工程”，按照“1+X”创作思路，做

强剧本、人才、制片、资金等要素支撑，形

成一流生产能力。要不断提升主旋律电

影的商业化水平，积极探索商业电影的主

旋律表达，深入挖掘真实的人、现实的事、

高尚的灵魂，不断提高思想内涵、艺术水

准和制作水平，推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

作。要主动服务大局大势，聚焦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百年党史、以长征

文化为重点的红色文化、党的二十大、抗

击疫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

战略、重要节点和重大主题，创作一批市

场认可、观众喜爱的作品。今年，要创作

推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献纪录片《万山

红遍——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纪实》、反映

文化自信的故事片《吾爱敦煌》、反映四川

油气田60余年发展历程的“7+1”系列纪录

片《青春红》等献礼项目，讴歌人民的奋

斗、奉献和牺牲，阐释中国道路、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进一步激发民族复兴伟大

历史进程中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三是弘扬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

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

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

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新的征程

上，峨影矢志不渝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

排头兵，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

量指引方向、坚定信仰，时刻保持理论上

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胸怀“两个大局”，

牢牢把握文化强国战略深入实施的历史

机遇，牢牢把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战略机遇，牢牢把握中国电影处于黄金

期的时代机遇，积极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表达，用光影艺术

传播真理、抒写理想。要践行担当初心使

命，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

场贯穿工作始终，团结依靠职工群众，建

强峨影产业体系，构建峨影文化生态，拓

展峨影品牌效能，探索峨影传播模式，深

入实施“峨影再出发”战略，把“强峨影、

惠文化”落到实处，在讲好中国故事、弘

扬中华文化上积极作为。要不断发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斗争精神，牢牢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重大机遇，着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革除

体制机制弊端，创新构建股权多元、薪酬

配套、产业链衔接、人才队伍强大的现代

企业制度和治理体系，把集团建成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市场主体。要始终保

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以自我革命

的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永

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新时代建设

发展峨影的新征程中赢得广大职工群众

的认同和支持。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路上，峨影将接力响应党中央号

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

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

取更大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