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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进一步增强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争当“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

“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为实现“两

个先行”奋斗目标凝心聚力，结合

国家电影局有关部署要求，7 月 8
日晚，浙江省“聚力奋进‘两个先行’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电

影展映活动在杭州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中共浙江省委宣

传部、浙江省电影局、中共浙江省

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教

育厅、浙江省总工会、共青团浙江

省委、浙江省妇女联合会主办，中

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拱

墅区委宣传部、之江电影集团、浙

江省电影放映协会承办。

全省各大电影院线公司、影管

公司和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负

责人以及各行业先进模范代表和

特邀观众参加了当天的启动仪式。

此次主题电影展映活动展映

的影片，既包括国家电影局统一

组织的《长津湖》、《流浪地球》、

《中国机长》等影片，还包括《红

船》、《送你一朵小红花》、《武汉日

夜》、《云霄之上》等 4 部优秀浙产

影片。展映活动自 2022 年 7 月开

始，贯穿全年。

展映期间，还将开展“学先进、

当先锋”观影活动，邀请全省“七一

勋章”获得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光荣在党 50 年”获

得者以及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劳

动模范、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三八红旗手（集体）、身边好人、防

疫医务人员等群体，进行观影活

动，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先进、关爱

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

氛围。同时，鼓励各地各单位安排

使用党费、工会经费等，组织干部

职工开展主题观影，加强干部职工

思想政治建设。

此外，百场电影精品党课宣讲

也将同步开启。以“浙江电影微型

党课宣讲团”成员为骨干，结合

8090 宣讲团等平台载体，在全省影

院开展 100 场以上巡回宣讲，创新

电影党课新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进影院、进观众、进头脑。

对全省农村、社区、校园群体

来说，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也在推

进，“浙影通”数字化改革场景将应

用到放映活动中，引导更多的农村

群众积极参与选片、点片、评片。

深化做好校园放映工作，持续打造

“电影伴我成长”工作品牌。

爱好写影评的观众，还能参加

“红色季”电影评论。包括电影爱

好者、高校师生、影迷等，可以通过

线上和线下、文字和视频、长评和

短评等多种形式，参与到“红色季”

电影评论活动，用电影评论讲好新

时代奋进故事。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电影局下发

通知，在全省开展“喜迎二十大·奋进

新征程”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奏

响新时代光影颂歌，为党的二十大营

造浓厚氛围。

7月1日起至年底，山东电影发行

放映集团定期精选一批优秀电影作品

作为推荐片目，向社会发布。山东电

影发行放映集团将结合工作实际，在

城市影院及农村院线内所有农村地

区、城镇社区广场开展展映展播活动。

首批推荐电影包括《1921》、《我

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金刚

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

《狙击手》等。 （支乡）

本报讯 近日，绵阳市辖区内的

49家影院先后收到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的专项补贴资金，让绵阳电影

人感受到了党委政府的真切关怀。

四川绵阳现有影院49家，银幕数

325块，座位 40942个。受疫情影响，

自2020年以来，全市电影市场票房收

入明显下滑。为稳定消费市场、扩大

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市政府积

极出台《关于促进绵阳市消费恢复发

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措施，支持文

化和旅游消费回暖。绵阳市委宣传

部牵头，组织多个部门参与，向辖区

影院发放稳岗补贴和留抵退税，协调

业主单位减免影院房租，组织专项资

金436万元，以每月每座15元的标准

向辖区影院发放补贴资金，补贴 6个

月，以此为各家影院提振信心、恢复

正常经营加油助力。

据介绍，绵阳市还结合喜迎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强国复兴有我”等主题宣

传教育工作，积极组织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和学校师生集中

观看红色影片，全力推动电影市场恢

复发展。

（毛子洪 张登军）

本报讯 7月 8日，第七届“青葱”

计划创投会首次采用线上直播的方

式进行。创投路演中，十强学员携创

投短片展开项目阐述。十个故事，十

种表达，十位“青葱”导演的创投项目

亦吸引了数百家行业公司报名参与、

超过千人线上观看直播。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著名导

演李少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

长、“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青

葱”计划总制片人侯晓东，第七届“青

葱”计划深度产业合作伙伴粒粒橙传

媒总裁王嘉杰，第七届“青葱”计划资

源合作伙伴开心麻花集团联席总裁、

开心麻花影业 CEO 汪海刚亮相并致

辞。

李少红说，虽然这三年电影行业

不断受到疫情影响，但“青葱”计划仍

在继续前行。“我们没有停下脚步，一

直努力往前走，今年‘青葱’计划已走

到了第七届，而且也是首次在线上举

办‘云端创投会’，然而在遥阔的电影

世界里，我们并没有距离。”

创投会上，张野姣的《宠物乐

园》、马多的《那晚十点的事》、余周春

雨的《再见英州》、徐寒临的《宇宙晚

安》、李坐的《北戴河》、孙宵的《莫须

有》、李玥的《休眠火山》、钟凯峰的

《在鲸鱼里游泳》、蒲巴的《盲女与花

猫》以及徐乐乐的《拾棉花》依次亮

相。十强学员借助创投短片向大家

展示了自己的影像实操能力。创投

直播一经结束，业内公司代表表现出

兴趣，纷纷申请创投约谈。

她表示，“期待学员们今天有好

运气，能够找到欣赏他们的投资人，

把他们的第一部长片电影项目拍出

来。”对“青葱”计划过去七年的成绩，

李少红现场做了一次总结，“这七年

中，我们已经推出了 20多部电影，其

中已有 6 部进入院线公映，有 3 部在

流媒体平台上线播出，另有11部已进

入后期审查阶段，而且正好还有 1部

影片刚刚杀青，1部正在拍摄。”

王红卫则对十位“青葱”学员加

油打气，他提到近日贾樟柯导演在一

则采访中说到的内容，电影业受到冲

击，受影响的首先就是青年导演。王

红卫表示，现在电影人虽然面临诸多

艰难处境，但当下的我们依然在坚持

做电影，坚持做“青葱”计划。他希望

青年电影人“不要被大风吹倒”。

今年“青葱”计划将于 7 月 15 日

至17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成为

导演之前”主题影展，影展由李少红

和演员周迅联合策展。曾获 2005年

翠贝卡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生死

劫》担纲开幕影片，该片由李少红导

演执导、周迅主演。本届影展将展映

《日光之下》、《武林孤儿》、《蕃薯浇

米》、《过春天》、《兔子暴力》五部从

“青葱”走出的青年导演影片。

（杜思梦）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1 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建

设，在党员干部中形成立足本职、

建功立业，以优秀工作业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的浓厚氛围，7 月 4 日，中

国影协开展了庆“七一”主题党日

活动。上午，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

抗疫题材影片《你是我的春天》；下

午，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张宏为全体党员讲授了“七

一”专题党课，题目为《银幕上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

当天上午，在金鸡百花影城二

楼影厅，影协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拍摄的抗

疫题材影片《你是我的春天》。影

片描绘了疫情暴发时期的武汉，讲

述了至暗时刻的人生百态，真实还

原了平凡而英勇的中国人民抗疫

群像。有咫尺天涯的情侣，有被迫

逆行的货车司机，有拼搏在一线的

医护夫妻，也有封控期间邻里间的

家长里短，更有热切盼望妈妈归来

的孩子。他们或穿行于城市的大

街小巷，或奋斗在病房，或奔走在

楼宇间保障民生，用各自的坚持和

拼搏照亮了这座寂静的城市。影

协干部职工观影后纷纷表示，它是

一首“春天奏鸣曲”，更是一首抗疫

史诗，它像夏天里的一席清凉、冬

天里的一炉温暖，给人以舒爽快

慰，观之心潮澎湃。《你是我的春

天》以温暖交织现实，用普通人的

悲欢离合，诠释了电影的主题——

“只要心怀希望，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来临”，展示出了“生生不息”的

春天力量。

同日下午，张宏为影协全体党

员讲授了一堂题为《银幕上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的“七一”专题党

课，把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来的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影片结合起来，

生动诠释了包括井冈山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南泥湾精神、张

思德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

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在内的 46 种

伟大精神。在讲解中，张宏通过深

入浅出地剖析《红灯记》、《烈火中

永生》、《柳青》、《悬崖之上》、《三

湾改编》、《我的父亲焦裕禄》等影

片中的经典情节和典型人物形象，

使党员干部们感同身受地领悟到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

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团结精神

和伟大梦想精神 ;通过慷慨激昂地

背诵《长征组歌》、《我的“自白”

书》、《为人民服务》、《念奴娇·追

思焦裕禄》等诗歌和文章 ,使党员

干部们深刻体会到革命先烈“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坚定理想信念，感受到人民公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奉献精神。 （影子）

本报讯 日前，四川省影视发展

联合会专委会成立大会在四川传媒

学院艺术体育中心举行。会上，四川

省影视发展联合会正式成立了电影

创作专业委员会、电视剧创作专业委

员会、动画与数字媒体专业委员会、

影视文旅融合专业委员会、技术专业

委员会、制作机构专业委员会、沉浸

式产业发展专业委员会、拍在四川专

业委员会八大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影视发展联合会会长、导

演毛卫宁介绍，当前四川影视行业发

展面临着“短”、“泛”和不够聚焦的瓶

颈。“以我们联合会的会员单位为例，

会员单位业务广泛，横向涉及电影、

电视剧、动漫、文旅、科技、影视协拍

等诸多领域；纵向涵盖策划、编剧、投

资、拍摄、制作、影视基地运营、影视

科技、衍生品等全链条多环节。”毛

卫宁认为，四川影视行业发展要百

花齐放，就需要在各个细分领域、细

分环节加快发力，需要四川影视人

凝心聚力。首批成立的八家专委

会，将有效破解“短”、“泛”难题，通

过与多方携手，加强文学影视转化

生产，推动影视文旅融合发展。

四川省影视发展联合会副会

长、秘书长徐捷介绍，四川省影视发

展联合会电视剧创作专业委员会成

立后，将把四川本土的烟火气、川味

喜剧元素以及美食元素融入作品，

提升“川军”在全国电视剧市场的影

响力。四川省影视发展联合会影视

文旅融合专业委员会将建立具有全

国领先示范性的“拍摄场景数字化

先导型服务体系”。四川省影视发

展联合会拍在四川专业委员会将围

绕“时代光影 拍在四川”开展工作，

为来川拍摄机构提供“一站式”服

务。

四川省影视发展联合会电影创

作专委会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

曙光还提到，四川文化深厚，影视人

才资源丰富，尤其是在北上广地区，

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川籍影视人。“专

委会的成立，将把这些资源整合起

来，高效利用，从而成为推动四川从

影视大省到影视强省的有效路径。”

当天，大会还进行了专委会授牌

仪式，电视剧创作专委会、电影创作

专委会与省作家作品改编研究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后续还将发布春笋

电影电视剧创投计划活动，在全川挖

掘有潜力的编剧人才，并对优秀的电

影电视剧本进行扶持。

（支乡）

浙江省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主题电影展映活动杭州启动

中国影协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四川成立八大影视专业委员会
为赴川拍摄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

2022第七届“青葱”计划创投会落幕

推动电影市场恢复发展

四川绵阳向辖区49家影院发补贴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根据国家电影局有关通知精

神，近日，湖南省电影局决定开展“喜

迎二十大 光影耀潇湘”优秀影片展映

展播活动。

本次活动自 7 月 1 日起至年底

开展，展映展播片目包括《红海行

动》、《流浪地球》、《攀登者》、《我和

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影片，以

及荣获全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的八部电影作品，

包括《大地颂歌》、《半条棉被》、《父

母的城市生活》、《英雄若兰》、《何叔

衡》、《远在江湖》、《红领巾飘飘》、

《云崖飞车》。

活动期间，湖南省内各电影院

排映展映影片每周不少于 2 场，“人

民院线”影院每周不少于 5 场。同

时，将在全省农村、城市社区、校园

广泛开展展映展播活动，展映场次

不少于 5万场。 （影子）

湖南省“喜迎二十大光影耀潇湘”
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启动

山东省开展“喜迎二十大·奋进新
征程”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