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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界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
谱写新时代光影华章

而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作为
少有的国产青春歌舞片，真正做

白与导演韩琰，编剧里则林，主

到了将故事与歌舞融合，而不是

之处纷纷落泪。

福建省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

引领广大电影工作者，为党和人民的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许守尧表示，福

电影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电影将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独特作用，积极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
珠影力量。

号召全党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杨

讲话精神为指引，
紧密围绕总书记来闽

事长陈敦亮表示，作为电影人，要深入

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

玉飞说，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把学

考察提出的“四个更大”重要要求和当

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去、发扬光大，在全党全社会激扬起继

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前四项重点任务，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

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

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召开第七次

坚定
“四个自信”
，
以
“两个维护”
的政治

和实践意义，从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

中影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专题学

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乘势而上、

奋进力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影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表示，

习，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把学习习近

乘风破浪，
努力开创新时代新福建电影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

作为宣传思想战线上的一员，要深刻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

新篇章，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以一往

领会、认真践行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总

“推进农村电影放映优化升级”的动

家的福建篇章作出电影贡献，
为中国电

无前、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走好新的

影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赶考之路，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力，
为实现电影强国奋发图强。

本报讯 电影《燃野少年的
天空》日前首映，监制、导演张一

同亮相，分享起拍摄幕后的动容

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团结

结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青春题材融合歌舞类型赢得观众

演彭昱畅、许恩怡、张宥浩等一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作出深刻阐释，

《燃野少年的天空》上映

“为了舞而舞”。
在被问到为什么当初会选
择拍摄歌舞这样形式的青春片

在国内电影市场，青春片并

时，主创们回忆说，
“ 歌舞其实

不罕见，但青春歌舞片实属少

是很多创作者心中的一个理

见。对于这次大胆的尝新，
《燃

想，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能够

野少年的天空》的所有主创在一

遇见这样一群伙伴一起做这样

起全力以赴。为了带来更佳的

一件‘傻’事，为什么不做呢？也

表演效果，主演彭昱畅、张宥浩

希望未来中国能有更多的歌舞

等提前数月进组进行“魔鬼”训

片，而《燃野少年的天空》也能成

练，无数次推翻重来的音乐编

为大家能记住的那一部。”

排。少年少女们在烈日炎炎下

该片上映四天票房突破 1

和暴雨滂沱中的一幕幕齐舞，意

亿元，青春题材融合歌舞类型赢

味着主创团队对于每一个场景

得观众。
（详见第 2 版）

甚至每一帧画面的极致追求。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宣

珠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种艰难险阻，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同

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党委书记、所

王垂林表示，珠江电影集团第一时间

业绩、谱写新篇章，续写湖北电影新的

时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提起干事创

长张伟表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刻理解

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更大荣光。

业的精气神，面对各种艰险挑战，担当

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

要讲话精神，并将之作为当前和今后

作为，苦干实干，开拓创新，践行党的

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入学习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理论武装工

我们在探索之路上，也越走越坚定，主

本报讯 电影《中国医生》正

同济医院的医务人员一同观看

宗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进

作的重中之重抓好落实，切实增强“四

旋律商业大片这条路，我们还会继续

《中国医生》，导演刘伟强在观

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一步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坚定地走下去，坚持文化自信，创作出

在全国献映中，截至 7 月 20 日

史进程，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更多具有时代意义、人民满意的电影

票房已近 10 亿，上座率、口碑均

众席惊喜现身，与这班曾经在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领跑整个暑期档。片方近日发

拍摄时提供专业指导的特殊观

会副主席张宏表示，中国影协将贯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高度的政治自

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守初心、勇担使

佳作。同时，我们还要回馈社会，承担

布导演特辑，展现了监制及导

众，共同感受电影带来的感动。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觉传扬百年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

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

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发挥行业

演刘伟强在幕后严格把控每个

神，一如既往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精神、激发磅礴奋进力量，迅速兴起学

力在“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

引领作用，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为行

细节的专业态度。

领导下，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

习宣传贯彻热潮。

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上发挥电影的

业铺路。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西藏自治

《中国医生》
票房近10亿领跑暑期档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认为，

（详见第 3-4 版）

《中国医生》不单讲述了医
务人员的抗疫经历，还刻画了

“因为有很多专业的医生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志 愿 者 、流 调

看着我们这个电影，所以我们

员、出租车司机、外卖小哥等无

真的不能出错。”谈及《中国医

数平凡英雄在抗疫斗争中所做

生》的拍摄历程时，刘伟强笑言

出的贡献。正如刘伟强导演所

每天收工后还会召开“批评大

说：
“ 这是全中国人民一起去面

西藏自治区开展系列展映放映活动庆祝建党百年

会”，每个专业细节都由主创与

对 的 一 件 事 ，是 很 大 很 大 的

医学顾问一起反复确认，但凡

事。”拍摄这部影片的压力也正

藏语版电影《1921》首映

有不正确的地方，就会不惜推

是源于此处，刘伟强表示，
《中

倒重拍，但这样艰苦的创作过

国医生》不是一部抗疫电影那

程也让导演感慨：
“ 这是个很好

么简单，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

的事情。”

经历，
“ 这部电影是要给全世界

区日前在全区开展优秀国产电影展映活

动、在城市影院举办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之“党史教育和西藏题材主题电影展映
活动”、在拉萨举行藏语版电影《1921》首

点，行程 1.2 万多公里，从西藏最西边日

映仪式等一系列电影展映、放映活动。

拍 摄 期 间 ，刘 伟 强 和 剧 组

的 人 看 的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挑

土县、到最东边的芒康县，在海拔 4600

医学顾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

到离边境 10 余公里下察隅塔码村放映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

电影《中国医生》正在全国

新城院区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

献映中，影片收获好评不断，票

主任医师冉晓说，给你喊 Cut 的

房已近 10 亿，上座率及口碑均

映，带动全区各级电影放映机构，在全区

对的权威，说一不二。让除自

的观众在各大平台留下真挚的

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电影盛宴，

城市、农村同步开展主题展映活动，截至
2020 年 7 月，全区农村电影总订购场次

感受：
“ 每个镜头都是医务人员

使党史学习教育全面推进，
走进基层农牧

己之外的另一个人喊 Cut，可见

刘伟强此次对于《中国医生》专

拼命在一线奋战的缩影，每一

业度和真实度的要求。剧组医

滴眼泪都是对这段传奇的感叹

学顾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

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 当中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

国人团结起来的时候，那种力

城院区急诊护士长刘雪晴表

量是无坚不摧的！”
“ 在无数逆

示：
“ 刘伟强导演在艺术上是近

行的身影里，我读懂了家国情

巨大成就，通过活动，推动更多优秀的主

乎苛刻的精益求精。”而这份为

怀。”走进影院的医务工作者也

映。同时派出放映小分队深入拉萨市、

旋律影片进基层、进农村，进一步丰富人

了影片并肩奋战所结下的深厚

深受触动，留下发自肺腑的感

就没有新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雪山

山南市、林芝市、昌都市、阿里地区、五个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在电影公共服

泪》、
《农奴》、
《建军大业》、
《勇士》等 90

市（地）23 个（区）县，深入边境乡村、高海

情谊，也有了动人的后续：剧组

受：
“ 感谢中国医生！能成为其

务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凝聚起同心共

医学顾问冉晓近日邀请了武汉

中一员，我骄傲！” （杜思梦）

系列活动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
办，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承办，

多米的措勤县扎日南木措易地搬迁点，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海洲，常
务副部长王能生，副部长普布等参加系

点，都活跃着放映小分队的身影。自治

列活动启动仪式。

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率先垂范标准化放

活动在全区七市（地）火热开展，
为全

为 44950 场，总放映场次约为 36865 场，

民群众中。同时让西藏各族党员干部群

观影人次 35.6 万人次。银幕挂在哪里，

众充分感悟党的思想伟力，
感受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
铭记党的百年

党的声音就传到哪里，用电影故事呈现

和讴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

辉煌历程和丰功伟绩，
用行动践行学史明

和平解放 70 周年以来伟大祖国取得的

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开展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展映活动 4 月 21 日在自治区电影公

共服务中心启动，严密组织、精心挑选

《建党伟业》、
《建国大业》、
《没有共产党

部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下载供全区放

拔放映点、寺庙、学校等 67 个基层放映

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电影《三湾改编》导演杨虎：

心召集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的办节形式，打造对内满足群众文化需

分别是：
中国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芬

委会副秘书长王璐；北京市宣传部副部

求、对外提升全球传播影响的国际电影

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组
委会副主席、秘书长余俊生；北京市委宣
副主席、秘书长王杰群；北京广播电视台
副总编辑，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徐滔；中
究中心副主任、组委会副秘书长张小光；

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本届电影节总体方
案、主海报、首批展映片单以及本届“天
坛奖”评委会阵容和入围影片，还介绍了
本届电影节的特色亮点、展映影院的筹

围，其中国产影片 3 部，国外影片 12 部。

虎用这八个字形容《三湾改编》

虎执导，侯京健主演的电影《三

追求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创

湾改编》已于 7 月 19 日在全国公

作时间十分紧张，但杨虎还是把

映。影片讲述了 1927 年秋收起

影片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做了

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三湾村领导

小传。
“我翻阅了很多资料，小传

兰影片《此时此爱》，日本影片《生命的停

“三湾改编”，创立了“支部建在

中记录了人物当年说了哪些话，

节展“北京方案”，实现北影节新十年的

车场》，
阿根廷影片《韦素山丘的学校》，
俄

连上”、
“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

做了哪些事。他们的家庭背景、

转型升级。

罗斯影片《攻城日记》，中国影片《如果有

新的治军方略的故事。

个性、职业状况等。”

影节”举办经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天坛奖”
国际评委会名单发布
15 部中外佳作将参与最终角逐

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

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举行新闻

本报讯（记者 林琳）由杨

出品的优秀影片。最终有 15 部影片入

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组委会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7 月 15 日，第

人物至上、
故事为王

机?新局”为主题，结合 2020 年“云上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

领跑暑期档。被影片深深打动

（下转第 9 版）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发布
“天坛奖”入围影片及评委会名单
备情况以及电影节嘉年华的相关特色。

权力。通常在剧组导演有着绝

战。”

发布会上，王璐公布了本届“天坛

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国影片《云霄之

近些年来，
“三湾改编”多次

在杨虎看来，影片不仅解释

上》，瑞士、德国合拍影片《笼中鸟》，俄罗

出现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但单

了“三湾改编”本身，更是用电影

斯、爱沙尼亚、英国、意大利合拍影片《会

独把“三湾改编”拿出来拍摄一

议》，印度、法国合拍影片《最后一场胶片

部电影还是头一次。当了 40 年

的形式，再现了 1927 年，中华大

电影放映》，
澳大利亚影片《遥遥月岩行》、

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

兵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虎

国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

北京市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

奖”的评委会名单和入围影片名单。演

法国、
科特迪瓦、
加拿大、
塞内加尔合拍影

从当兵第一年起，就深知了“支

为。
“影片中很多的革命先辈，都

任，怀柔区杨宋镇党委书记于德利等参

员陈坤、导演陈正道、导演雷尼·哈林、导

片《国王之夜》、罗马尼亚影片《不得安息

部建在连上”、
“ 官兵平等”等一

是二三十岁就牺牲了。他们中

加了发布会。

演娜丁·拉巴基、导演乌尔善、演员张颂

的老妇人》，法国、比利时合拍影片《坠雪

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的重要意

很多都是重点大学、海外留学归

文和评委会主席巩俐一齐组成了第十一

少女》以及丹麦影片《信誓》。这些入围影

重要时间节点，定于 8 月 14 日至 8 月 21

义。
“ 电影《三湾改编》的核心就

来的优秀青年人才，均为了国家

届“天坛奖”
的国际评委会。

片构成了精彩纷呈、兼收并蓄的视听盛

是要讲清楚‘三湾改编’的由来

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他表示，

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北影节将以庆祝中

在入围影片方面，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宴，
为中国与世界电影的合作与交流架起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线，以“新

委会面向全球，
征集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

和意义。
”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沟通的桥梁。

（下转第 8 版）

“人物至上、故事为王”，杨

《三湾改编》是一部拍给当下年
轻人看的电影。 （详见第 5 版）

统一刊号 CN11-0149 邮发代号：
1－139 发行电话：
010-82296091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路 3 号 邮编：
100082 印刷：
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责任编辑 李霆钧 责校 张惠 美术编辑 李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