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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6 日下午，2022
年北太平庄街道“光影铸魂·奋进

未来”电影党课启动仪式在中国

电影资料馆举行。中国电影资料

馆党委书记、馆长，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海淀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张东川先后致辞，

北太平庄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兵、

副书记郜秀兰等参加活动，中国

电影资料馆在职各党支部部分支

委以及北太平庄街道机关、社区、

楼宇、两新组织近 200 人现场学

习了“电影党课”公开课第一讲。

孙向辉在致辞中表示，“四

史”教育电影课是中国电影资料

馆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的指示精心设

计，以“经典修复红色电影+专家

导赏”的形式，为全国各地党史教

育活动提供服务。首批推出的24
部电影课，在全国多个省市放映，

取得了良好效果，并被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可视化

党史学习教材。今年，中国电影

资料馆继续加大“四史”教育电

影课的研发制作力度，目前制作

完成片目已经达到42部。

她说：“去年，由北京市委指

导、北太平庄街道党工委主办、中

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策划组织的百

年风华‘影’照初心——海淀区

‘电影党课’公开课，教育效果显

著，形成了较好的党课品牌。今

年，我们延续良好的合作，继续开

展‘四史’教育电影课。未来，我

们还将为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

开展党史学习活动提供更多、更

生动的选择。”

张东川在致辞中说：“去年海

淀区庆祝建党百年的活动就是在

中国电影资料馆启动的，活动影

响很大、效果很好。今年在喜迎

党的二十大之际，北太平庄街道

以‘光影铸魂·奋进未来’为主

题，继续把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通

过‘电影党课’这种创新的活动形

式继续呈现出来，我觉得正当其

时。”

他表示，希望大家通过“电影

党课”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光

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深化对党的

性质宗旨的认识，把电影的感染

力转化为行动力，把银幕中的精

气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担当

作为。

郜秀兰介绍了 2022 年北太

平庄街道“光影铸魂·奋进未来”

电影党课的部署安排。她表示，

2022年北太平庄街道“光影铸魂·
奋进未来”电影党课，在继续与中

国电影资料馆合作推出以党史为

主的“四史”教育电影党课的同

时，还结合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

于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

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将体现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优秀影片

纳入到电影党课片目当中，展播

片达62部。

“在本年度的公开课中，不仅

有街道党工委书记专题讲‘电影党

课’，还邀请了海淀区委党校专业

师资进行课程研发。‘电影党课’将

以专业解析、名师讲述、影片播

放、分享交流、互动问答等多种环

节，使地区广大党员对党的认识

更加深刻，自觉传承和弘扬以伟

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

淬炼政治品质，强化使命担当，”

郜秀兰说。

启动仪式后，陈兵以《从“三

湾改编”走来 让党旗在基层一线

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基层党组织发展建设回顾》为

题，结合《三湾改编》、《地道战》等

经典党史影片，以及北太平庄街

道组织建设的多个纪录片，为大

家讲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百年发

展历程，进行了本年度“电影党

课”公开课第一讲。

据介绍，近年来，北太平庄街

道拍摄“榜样·党员”系列党员电

教片、组织“党建加油站”系列党

务知识培训班，创办“党员充电

站”线上课堂，连续两年开展“电

影党课”，在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上

进行了大胆尝试，得到了广大党

员的肯定。

2021 年，北太平庄街道党工

委组织开展了“百年风华·‘影照

初心’”“四史”教育系列电影党课

展播活动，并与海淀区委组织部

共同举办海淀组织系统电影党课

公开课，教育效果显著，形成了北

太平庄街道“电影党课”品牌。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巩固地区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进一步推进地区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北太平庄街道党工

委制定《2022年北太平庄街道“光

影铸魂·奋进未来”电影党课实施

方案》，将“电影党课”进行了升

级。今年 8 月，北太平庄街道发

布了 2022 年“光影铸魂·奋进未

来”电影党课展播的通知，目前街

道机关、社区、楼宇党组织已经开

展十余次学习活动。

北太平庄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北太平庄街道党工委

将持续做好“光影铸魂·奋进未

来”电影党课的组织工作，切实发

挥电影党课“铸魂”作用，进一步

找准自身优势，不断创新教育方

法，推动党员教育工作走实走深，

为北太平庄街道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凝聚高质量发展共

识，为海淀区迈向现代化国际化

创新型宜居宜业城区和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新征程

开好局、起好步，为加快建设北京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姬政鹏）

本报讯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5
日晚 8 时，以“中国电影百年·电影传

承”为主题的“中国电影节”在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隆重开幕。中国驻马来

西亚大使欧阳玉靖、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振、中国文化中心

（吉隆坡）主任张杰鑫，马来西亚通讯

及多媒体部副部长拿督扎西迪·再努·
阿比丁、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

郑雄城、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首

席执行员纳西尔依布拉欣等参加开幕

仪式。

欧阳玉靖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

马来西亚有着跨越千年的传统友谊。

相信“中国电影节”的成功举办，将为

马来西亚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打开一

扇窗，拓展中马两国人民对彼此社会

与文化的认知视野，增进两国电影等

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

拿督扎西迪·再努·阿比丁介绍了

马来西亚对于外国公司制作电影的支

持政策，并特别强调欢迎中国公司来

马进行电影拍摄。他表示，本届电影

节将成为增进中马双方了解和友谊的

重要平台，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铺就两国电影的合作之路。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部部长丹

斯里安努亚慕沙、中国电影资料馆馆

长孙向辉还为本届“中国电影节”发来

贺辞。丹斯里安努亚慕沙表达了对本

届中国电影节的衷心祝贺，同时也对

马来西亚被中国国家电影局选为中国

电影节举办地之一深感荣幸。孙向辉

表示，希望通过本次电影节，向马来西

亚各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让中马两国之间

的合作和友谊更进一步。

马来西亚导演周青元执导的华语

影片《了不起的老爸》作为开幕影片现

场放映，导演本人也发来祝贺视频。

本届中国电影节为期 4 天，将展

映 18 部中国近几年制作出品的优秀

影片、经典修复片以及 2 部马来西亚

本土影片，充分体现中马电影交流合

作的最新成果和中国电影的发展成

就，促进华语电影的高层次对话。

作为本届中国电影节的活动之

一，此前，“中马电影人一席谈”活动

已于 9 月 13 日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

心举行。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左

衡受邀参会，就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

历史与未来趋势，以及中国电影产业

化改革的实绩话题发表观点，并与本

届电影节闭幕影片《星溪的三次奇

遇》导演竹原青、马来西亚导演刘鼎

业、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教授王

昌松、中国制片人（本届参展影片《你

好，李焕英》总制片人、监制）陈祉希、

马来西亚电影监制郑雄城等中马优

秀影人、专家学者进行现场连线。多

角度的对话为本届电影节提供专业、

丰富的视角，也为两国影人未来的深

入合作打开了更多可能性。

本次影展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在

多个国家举办“中国电影节”的第四

站。展映影片充分展现中国电影发展

成就，讲好中国故事。片目以党的十

八大以来公映的优秀影片为主，还包

括部分表现中国优秀电影文化历史的

修复版经典影片，更好地向世界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本报讯 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晚，

第十届“中国电影节”在新加坡国

立大学校友会礼堂开幕。中国电

影资料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四部

影片进行放映，分别是《长津湖》、

《你好，李焕英》、《悬崖之上》、《我

和我的父辈》。为纪念中国电影节

十周年，主办方还举办了“十载声

光影——中国电影节特展”，回顾

十届电影节精彩影片，展期至 9 月

23 日。

开幕式现场汇集了多国驻新

加坡使节和各界嘉宾近 300 人。驻

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在致辞中表示，

电影作为跨越时空、贯通古今的艺

术形式，发挥着浸润心灵、沟通情

感的桥梁作用。通过观看中国电

影，“大家会发现，你、我，我们都是

一样的人，都是如此善良、勇敢、坚

韧、勤劳和热爱和平”。

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国驹对

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领

域的建设发展表达赞赏，希望新加

坡观众通过电影节更好地了解中

国电影、了解中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

表示，中国电影节在过去十年，让

国大师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文化和中国社会，中新友谊不断巩

固加强。

本次影展也是中国电影资料

馆在多个国家举办“中国电影节”

的第三站。展映影片充分展现中

国电影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

片目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映的优

秀影片为主，更好地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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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十届“中国电影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