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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上海文广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特别策划推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在

进行了为期 70天的集中放映后，近日落

下帷幕。

本次展映活动受到了上海、广西、浙

江、贵州、云南、广东等地党委宣传部及

相关电影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群众反

响热烈。上海文广科技负责人表示，举

办此次活动的初衷是，希望用电影展映

的方式向新中国献礼。同时也希望观众

们通过观看优秀红色影片，感受新中国

的来之不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据悉，本次公益电影展映活动6月19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动后，在长达 70
天的时间里，于浙江、贵州、云南、广西、广

东、江西、上海等省市自治区的 500余放

映点，以免费展映的方式，向当地观众放

映了70部精选国产优秀红色电影。这些

影片，采撷70年时代芳华，记叙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70年的伟大变迁。

广西河口村，在一场由广西文化产

业集团八桂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组织

的军事大片《红海行动》放映现场，人头

攒动、座无虚席，有观众甚至席地而坐。

放映过程中，人群中不时传来鼓掌声，放

映结束后，一位观众向记者表示，看完电

影，十分激动，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

和繁荣昌盛。

浙江省安吉县，《厉害了，我的国》的

放映活动吸引了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社

会人士。有年长观众，看到影片中一项

项共和国的发展成就展现在大银幕上

时，眼角泛起了泪光；有年轻观众告诉记

者，看完影片，更加以自己身为一个中国

人而自豪，他表示，将倍加努力工作，为

祖国新时代发展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

一份微薄之力。

湖南芷江东方明珠希望小学放映了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学生们聚精会神

的盯着银幕，感受着祖国的发展与变

化。谈及观影感受，同学们纷纷表示，要

刻苦学习，为将来投入祖国建设做好准

备。

在上海各消防中队，各级官兵观看

了电影《唐山大地震》。观影后，官兵们

现场表决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要有迎

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对得起身

上的消防服，不能辜负人民群众对于自

己的期望。

在贵州，黔东南院线联合中国儿童

电影公益基金走进黎平县，给当地 500
余少年儿童放映了电影《少年雷锋》，小

观众们被雷锋乐于奉献、不计得失的为

人民服务精神感染。小观众说，希望长

大后能和雷锋一样，为社会做贡献。

据悉，为保证此次电影展映活动的

顺利举行，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技术上利用覆盖全国的云端技术平

台、CDN专用传输网络、已部署落地自主

知识产权的电影终端，通过辐射全国的

各类合作伙伴，做到内容统一编排、实时

自主选择放映且播放数据可收集展示。

本次展映活动的成功举办，显示出

电影二级市场作为文化市场的补充，其

强大的社会效益和精准的受众群体，更

加有利于扩大主旋律电影和中小成本国

产电影的传播范围，满足广大群众日益

增长的观影需求。

上海文广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展映活动让观众得到了心灵的净化、

思想沉淀的同时，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来

之不易。也希望各界人士，面对新的征

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本报讯9 月 20 日，由中国文联、中

国影协、云南省文联主办，中国影协

百花放映办公室、云南省影协、云南

民族电影制片厂承办的“百花放映·
情系云南”暨国产经典电影回顾展映

活动启动仪式在云南昆明举办。在

新中国 70 周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中

国文联、中国影协精心遴选了《开国

大典》、《建国大业》、《红海行动》、《战

狼 2》、《烈火英雄》、《古田军号》等一

批国产经典影片，在云南省多个地区

进行公益放映，为云南观众献上中国

电影人的心声，以电影艺术的形式讴

歌祖国的建设者和奋斗者，展现 70 年

来新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

启动仪式上，佟凡、方晓莉、阎青

妤、田英男、秋风、夏嘉伟等文艺工作

者，还为昆明的观众献上了精彩的文

艺演出。演员阎青妤表示：“我希望

尽自己所能，将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带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带给中国的

每一个老百姓。”在阎青妤看来，来到

基层，同老百姓打成一片，是演员延

续艺术生命、提升艺术水平的重要方

法。这次除了送电影、表演文艺节

目，阎青妤还将参加创作采风和座谈

交流活动，“文艺工作者只有不断深

入基层、不停吸收来自群众的艺术养

分，才能为观众持续奉献更新、更优

秀的文艺作品。”

云南省大理州电影博物馆馆长杨

师淮通过三张照片，讲述了自己在贫

困乡村为没进过影院的儿童放映电

影、在新年到来之际为坚守岗位的环

卫工人放映电影、为企业一线青年职

工放映电影的三段故事，并道出了自

己在基层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真实

感受。“一部小小的电影，能为贫困山

区的孩子带去志向和理想，能让日夜

劳作的环卫工人笑得合不拢嘴，也能

帮助青年工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可以说作用

十分巨大。”杨师淮说，“每当我们这

些基层放映员看到观众会心的微笑、

听到观众自发的掌声，就会忘记所有

旅途的劳顿和工作的辛苦。”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毕文宇

介绍说，今年“百花放映·情系基层”

已在北京、陕西、贵州、四川、山西、

新疆等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325 个县文化广场、行政村放映惠民

电影 15305 场，所到之处得到了基层

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如潮好评。毕文

宇 表 示 ，文 艺 是 时 代 前 进 的 号 角 ，

“百花放映·情系基层”电影惠民活动

将大力传播和弘扬优秀的文艺作品，

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用文艺凝

聚起新时代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 （林琳）

本报讯 9 月 21 日，电影《古田军

号》主题观影和讲座在全国人才流动

中心举办。解放军艺术中心影视部副

主任耿冀，该片导演陈力，演员王仁

君、王志飞、孙维民、董玥等影片主创

团队来到党员之家，与现场的 100 多

名流动人才党员互动交流，分享创作

体会。

该活动由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流动

人才党委组织主办，旨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流动人才党员

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作为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管理着 185 个流

动党支部，六千余名流动人才党员，

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党员的重要

组成部分。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流动

人才党委高度重视流动人才党员管

理服务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以加强党建工作和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为重点，以攻克基层党建的薄弱

环节、补齐全面从严治党的短板为目

标，不断推进流动人才党员管理服务

工作。

近期，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要求，流动人才党委指导各

流动党支部围绕主题教育总要求和目

标任务，抓好支部学习和活动，特别是

要结合实际，深化对党史、新中国史的

学习，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半个

月的时间内，有 74个流动党支部，220
多名流动人才党员参加了《古田军号》

7次包场观影联合主题党日活动。观

影后，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观看这部

电影更加深入的了解了古田会议召开

前后的这段历史，进一步激发了党员

们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

（任可）

本报讯 由珠影集团出品、珠影乐

团演出的大型流行交响诗画《我爱你

中国》，于9月16日至19日连续4天在

珠影 900 平方米大棚举行公益首演，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歌曲《我爱你，中国》可谓家喻户

晓，而这首歌曲正是诞生于珠影。《我

爱你，中国》是珠影集团前身珠江电影

制片厂于 1979 年拍摄的反映归侨参

加祖国建设的故事片《海外赤子》插

曲，抒发海外儿女眷恋母亲般的爱国

主义情感。

40年来，歌曲《我爱你，中国》已经

传遍世界，其意义已超出作品的本身，

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力量。珠影集团是

“我爱你中国”的诞生地，是这种精神的

出发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珠影乐团将《我爱你，中国》改

编成一部大型流行交响诗画——《我

爱你中国》,以电影的回忆方式，讲述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

经 70 年的拼搏、70 年的奋斗成长，表

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自豪感，把中华儿女对

祖国的赞颂，化作温暖人心、振奋人心

的最美乐章。

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国

家一级指挥、珠影乐团常任指挥侯丹

平执棒，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虹、中

国话剧最高奖金狮奖得主张琳担任朗

诵。演出以歌曲《我爱你，中国》的各

种变奏为音乐主体，采用朗诵、合唱、

独唱等多种形式，演绎交响乐、流行

乐、民族音乐等，并辅以电影画面，打

造出一部丰富多彩的交响诗画，以史

诗的形式表现各个历史时期下，中国

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珠影乐团是国内著名的专业音乐

表演团体，成立于 1959 年，拥有六十

年的辉煌历史及珍贵的品牌价值，享

誉海内外。乐团拥有一批来自全国各

地的艺术家，曾为珠江电影制片公司

以及国内外多家公司拍摄的五百余部

（集）电影、电视录制音乐。多次成功

地与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合作，上演了

数百场包括各个时期、各种乐派、不同

风格的音乐会，对作品的演绎具有相

当高的水准。

珠影乐团常务副团长宋雪莱介

绍说，今年是珠影集团实施《振兴珠

影三年行动纲要（2019-2021 年）》起

步之年，珠影乐团的改革是振兴珠影

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也是珠影乐团

建团六十周年，这是几代人的心血，

珠影乐团将重新组合、重新定位、重

新出发。

（影子）

70天展映70部红色影片，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公益电影展映群众反响热烈
观众：以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百花放映·情系云南”
暨国产经典电影回顾展映活动云南举办

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举办《古田军号》主题观影讲座

《海外赤子》插曲《我爱你，中国》40年后再唱响

本报讯 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宣

布2021年正式开园。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以环球影城主

题公园为核心的度假区，占地 4 平方

公里，届时北京将有两条地铁同时抵

达环球度假区。目前北京环球影城已

经透露的项目有：霸天虎过山车、变形

金刚 3D 骑乘-火种源之战骑乘设施、

大黄蜂摇摆舞场、漂流游乐设备、旋转

木马游乐设备、逍遥花灯等。

环球影城目前在全球共有 5家主

题乐园，其中包括洛杉矶的全球首家

环影、目前面积最大的“奥罗多环影+
冒险岛乐园”、还有日本大阪环影及面

积最小的新加坡环影。 （影子）

北京环球度假区2021年正式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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