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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 特别报道

一千多部影片， 都表达着运河人
相同的愿景，亿万个镜头，都承载着运
河与人相依存、共成长的情感回声。

“通过拍摄、创作、评选、展播等活
动， 微电影展宣传各地运河城市在运
河生态、运河文化、运河经济建设方面
的成就， 展示人类运河文明和中国运
河文化的风采 。” 主办方一位负责人
说，我们要讲述运河故事，更要让运河
文化向世界传播， 薪火相传、 生生不
息。

“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扬州举办以运河为主题的微电影展 ，
给了众多电影工作者、 爱好者启发。”
山西姑娘陈怡如的作品《为你》获得最
佳海外影片奖， 这是她在纽约电影学
院的毕业作品。陈怡如说，“回去后，我
希望能带着更多的新作品， 到古城扬
州来拍摄， 通过影视作品让更多人成
为运河文化的传播者， 让运河文化在
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我们在1800多部微电影里挑选
出了深受大家喜爱的上品之作， 我觉
得这个电影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

它有着扬州运河文化的积淀。 大运河
是靠勤劳和汗水铸就的河流。 从这个
角度来说， 它为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
了创作的源泉和平台， 让我们电影人
可以到运河两岸采风，深入生活，深入
实践， 学习人民群众的博大胸怀。”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平说 ，
大运河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运河文
化更包含着世界各地的文化积淀 ，通
过举办电影展， 我们要把中国的运河
文化传播四海， 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

国家一级演员张山与著名演员方
晓莉共同为最佳摄影奖开奖。 张山认
为，微电影形式更利于传播运河文化。
参与本次颁奖晚会， 张山感到惊喜的
是，参展的作品中，来自英、法、美等海
外国家和地区的有157部。

“相对于传统电影的高门槛，微电
影更容易做到百花齐放， 既有专业团
队的制作， 也有普通电影爱好者的参
与，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智。这也
是微电影充满活力， 拥有迷人魅力的
原因。”张山认为，扬州作为运河文化

带上的一颗最耀眼的明珠， 举办运河
主题国际微电影展意义深远。 通过一
个个运河故事，传递人间的真善美，展
示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过
程中的探索， 中国大运河文化会在世
界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

“扬州举办的以运河为主题的微
电影展意义非凡， 运河不仅是中国历
史上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源头， 更是
如今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
大运河文化的展示， 更彰显其文化功
能。”优秀青年演员郑昊说 ，这次微电
影展是扬州在推动“一带一路”发展进
程中的新实践、新贡献，对传播运河文
化、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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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昂扬磅礴的旋律，翩跹

优美的歌舞……伴随荡气

回肠的开场情景剧《开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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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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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扬州深情拥抱世界：

来自全球各地1837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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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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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这一夜，光影交错

之中，扬州讲述运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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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多姿，演绎运河文化的

精彩。

光影为媒 把运河故事讲给世界听
———“联创科技”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侧记

本报记者 尚东 默然 鲍仁

扬州、运河、世界、电影！
昨天的表彰晚会， 将这四个词汇

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为来宾和市民奉
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为电影业发展打
造了一个精彩平台， 更为城市和运河
打开了一扇新的通向世界、 拥抱世界
的窗口。

“一段荡气回肠的开场歌舞，让我
恍惚以为走错了地方， 这是国家某个

大剧院吧？原来不是，这是在如诗如画
的扬州，我美丽的故乡。”在现场，中国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平这样感
慨：扬州有2500多年建城史，留下许多
创作宝藏和源泉， 举办运河主题微电
影展，扬州名至实归！

“这座城市太美丽了 。”82岁的知
名话剧演员郑毓芝 ， 参演的 《琅琊
榜 》等经典影视剧 ，给大家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作为扬州的老朋友 ，她感
到 “扬州越来越美丽了 ，越来越有韵
味了”。

“今天回到扬州，我特别高兴。”郑
毓芝说，22年前，她在扬州拍了电视剧
《上错花轿嫁对郎》，在个园、何园拍了
一个多月，那一个月她走遍了扬州，幽
深的古城小巷， 典雅的古典园林让她
与扬州“情定一生”。在现场，她告诉记

者，再回扬州发现这里大变样，高楼林
立，越来越时髦，有了飞机场 ，有了火
车站，扬州到北京、到上海越来越便捷
了，今后她要常来扬州。

让扬州拥抱世界， 让世界倾听扬
州故事。昨天的晚会现场，一个个以扬
州、以运河为题材的精彩节目，给嘉宾
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想到， 扬州也举办电影展，这

一次，我是专程来看林妙可的 。”李成
是扬州大学在校生，他告诉记者，这几
年，扬州越来越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 扬州要让更多人了解她、 爱上
她。

“扬州和我印象中很不一样 。”最
佳导演奖获奖者王宇辰说， 他印象中
的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古色古
香，但来了之后发现，这里也散发着现
代化城市的蓬勃生机，“我一路走来 ，
看到这里有美丽的风景， 也有现代化
的建筑，两者得到很好结合。”

千年流淌， 运河见证着扬州的发
展变迁， 更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
文化。

此次国际微电影展， 共收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参展影片1837部， 其中来
自英、法、美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参展
影片157部，这些作品 ，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 以运河为灵魂、 以运河为主
线。

“举办电影展，就是为了宣传和弘
扬运河文化， 用镜头捕捉运河生活的

多姿瞬间， 以光影讲述运河变迁的精
彩故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孙
崇磊说， 自媒体时代， 光影下的大运
河，多姿多彩；历史新起点，镜头里的
中国梦，更要感动世界。

“这次创作让我对大运河有了更
深的认识。”王宇辰是最佳导演奖获奖
者，他导演的《镇江往事》讲述一对父
子之间的故事， 两代船民对职业前景
的冲突，反映新旧运河文化的碰撞。王
宇辰告诉记者，自己是山西太原人，接

到邀请参加此次微电影展， 一开始写
了三个剧本，都不是很满意，决定专程
来一趟深入采访， 而正是这次深入采
访， 让自己感受深刻。“我讲的是这对
父子的故事， 但是我更想通过这对父
子，表达在历史转折点下，大运河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王宇辰说。

《爱在运河边》男主演巩金国获得
最佳男演员奖，他今年72岁，自小喜爱
表演艺术，虽然2006年退休后，才正式
开始影视表演， 但在国内公益微电影

领域，已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戏骨”。
巩金国祖籍天津，1963年迁居江苏

南京， 对京杭大运河并不陌生。 巩金国
说，“我生在京杭大运河的京津地区，在
南京生活了55年， 不但喝着运河的水长
大，而且一这辈子都没离开运河的滋养。”

“非常荣幸参加微电影展， 通过作
品推动运河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巩金
国说，“《爱在运河边》讲述了一个非常动
人的故事， 展现了运河沿岸的历史、人
民生活现状，以及大运河文化的魅力。”

《一根丝线》通过与运河的跨越时
空对话， 反映家国情怀等优秀文化传
统的继承和弘扬。 空间跨度从扬州的
运河古镇邵伯， 到遥远的新疆那拉提
草原， 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
伸至今。 主人公陆扬的爷爷奶奶年轻
时，因一首扬州经典民歌《一根丝线 》
而情定终身，后来响应祖国号召，双双
投身到新疆建设之中。60多年后，陆扬
回到爷爷奶奶的出生地———扬州邵
伯，遇见女主人公、音乐学院大学生陈
可儿。这一对年轻人，被爷爷奶奶当年
的故事所感动，决定共同再赴新疆，继
续书写新一代的援疆故事。

这是一场文化传播的盛典 推动运河文化向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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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华美的视听盛宴 扬州以运河的名义拥抱世界

这是一场聚焦运河的盛会 光影为媒向世界讲述运河故事

� 昨晚，备受期待的“联创科技”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颁奖晚会举行。晚会分
为“河之运、河之风、河之魂、河之韵、河之本”五大篇章，《开凿大运河》、《大运之河》、《扬州八怪》、
《以匠心致微影》、《运河约会世界》等文艺表演节目精彩上演。来自海内外的影视名家、专家学者、
演员、微电影人相聚扬州，共同领略光影下的运河，倾听镜头里的运河故事。 文斌 乃驷 董辉 摄

开凿大运河。

扬州八怪。

运河约会世界。

精彩的文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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