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综 合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燕 责任校对：张敏 美术编辑：蒋萍萍

电话：87863164邮箱：sheny@yzrb.com

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 特别报道

微电影展留住运河文化之魂
———访中国报业协会秘书长胡怀福

“一场国际微电影展，不仅是向世界
展示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历史文化的
行动，也是中国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推
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动实践。”昨天，在
“联创科技”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

微电影展表彰晚会上，中国报业协会秘书
长胡怀福激动地说。

“扬州因运河而生， 也曾因运河而
盛。”胡怀福说，扬州历来重视传统历史文
化的挖掘与传承， 首届微电影展意义非
凡，“这是扬州致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最新实践，也是扬州立足自身资源、发挥
独特优势、做大做足亮点，推动文化建设
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缩影。”

“新时代对媒体传播能力提出新挑
战，此次微电影展颠覆了传统单向传播模
式，更具备承载多元文化的优势，更易于
受众接受。”胡怀福说，本次活动运用微电
影这一新媒体，挖掘“运河素材”、讲好“运
河故事”，聚焦“运河文化”，在推进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的过程中， 留住内在文化之
魂，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神形兼备”，永
葆生命力。 记者 楚楚

扬州举办运河主题微电影展实至名归
———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平

“一段荡气回肠的开场歌舞，让我恍
惚 ,以为走错了地方，这应该是世界艺术
殿堂，或者是国家某个大剧院吧?原来都
不是，这是在如诗如画的扬州，我美丽的
故乡。”江平说。

如此大规模的微电影展颁奖礼，为何

在扬州举行而不是在北京？江平说，现在
他明白了， 因为这是运河题材的电影展，
而且是第一届， 放在扬州举行自有其道
理。微电影展的开场歌舞，充分展现了扬
州的文化自信， 过去是烟花三月下扬州，
而今是扬州日日艳阳天。扬州是最美最好
的地方，有2500年建城史，留下许多创作
宝藏和创作源泉。本届运河主题微电影展
放在扬州举行，可谓实至名归。

“今天，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齐聚美丽
的扬州，我们在1000多部微电影里挑选出
了深受大家喜爱的上品之作。” 江平觉得
这个微电影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有
着扬州运河文化的积淀，这样的微电影展
一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强。“我们的电影
工作者一定要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胸中
有大义，心中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
乾坤！” 记者 王蓉

传承文化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访扬州联创软件园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

“我们到扬州来投资以后，觉得扬州
这个城市很有文化，特别是运河文化在扬
州建城 2500多年的历史中留下浓重一
笔。” 刘建说，“企业到一个城市做任何投
资不能光考虑经济效益，很重要一点是要
留下点什么。那就是要做这座城市的文化

传承者。我们所投资的项目，是不是在历
经百年之后，仍然对得起这座城市。”

刘建介绍说，扬州联创软件园项目一
直都在稳健发展，联创软件置业科技中心
是扬州首个科技金融综合体，项目雄踞高
新区核心地段，集产业办公、主题商业、智
能社区、生态公园为一体，为扬州打造“新
城市、新人才、新产业、新社区”，回报2500
多年来运河滋养的扬州城。

“大运河是扬州的母亲河。助力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既是联创置业的责任和担
当，也是我们回馈社会的生动实践。”刘建
认为， 这次冠名以运河为主题的微电影
展，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因为当时就觉
得运河精神跟我们的企业文化很相符，我
们的企业精神是蓬勃向上的，希望就像运
河一样源源不断地传承这种向上的优良
精神。” 记者 聂超

将世界的目光汇聚到扬州
———访光年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余冠中

作为此次微电影展的联合承办单位，
光年传媒有着丰富的大型电影展、电影节
等活动的举办经验。“此次微电影展最与
众不同的是，它是首个以运河为主题的微
电影展，而由扬州来创设这个活动，实至
名归。”光年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余冠中说，电影艺术有着独特
的魅力，它可以承载、展示独特的地域文
化特色与文化内涵。

“本次微电影展的参与度之广、参展
影片水平之高，令人惊讶，无论是主题立
意还是制作水平均可圈可点 。” 余冠中
说， 在宣传上， 团队不仅进行了线上发
布，更前往很多运河城市举办线下活动，
和运河城市艺术院校、 运河城市拍过微
电影的团队作一对一、点对点的沟通，和
行业协会作了接洽、传播，获得了积极响
应。

值得一提的是，微电影展吸引了海内
外运河城市影视人积极参赛，“通过微电
影展的举办， 将世界的目光汇聚于运河、
汇聚到扬州，激发了大家的影视创作灵感
与激情，这是微电影的力量，更是运河文
化的力量。” 记者 王璐

让更多人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扬州
———访最佳海外影片奖获得者陈怡如

陈怡如是一位1990年出生的山西姑
娘，一直忙于学业的她，很少有机会来到
祖国的南方。她说：“从前在古诗词和文学
作品中了解过不少关于扬州的文化，可以
说并不陌生， 然而这第一次亲密接触，却
还是被惊艳到了。”

“之前，扬州给我的印象是玲珑婉约
的，但这次来接触到的扬州人却给我热情
真挚的感觉。”陈怡如笑着说。

这次，陈怡如带来自己的微电影《为
你》， 获得了最佳海外影片奖。“《为你》是
我从纽约电影学院毕业时的毕业作品，其
实就是一句话故事：一位乞丐老人思念自
己的亡妻， 在妻子生辰时买了生日蛋糕。
这个温暖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想传递给大
家不忘初心，保留那份真挚的情感。”

“扬州这次以运河为主题的微电影
展， 开放了一条运河城市宣传的好通道，
给众多电影工作者、爱好者带来了弘扬家
乡文化的灵感。” 陈怡如说，“希望有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扬州、热爱扬
州， 带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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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聂超

运河历史文化值得铭记传承
———访评委会特别奖获奖影片《寻找李白》导演郝冠来

“扬州是一个中国味、文化味十足的
城市，在这次拍摄过程中更加深了对这座
城市的理解。” 本届微电影展评委会特别
奖获奖影片《寻找李白》导演郝冠来说，其
实，影片拍摄之初，团队遇到了一个 “幸
福”的烦恼，“扬州有太多的美景，但受微

电影这一体裁的时间限制，取景时不得不
进行取舍， 选取了标志性的景点入镜。有
大家熟知的个园、瘦西湖五亭桥、广陵新
城、万福大桥等。”

微电影《寻找李白》由扬州报业传媒
集团投拍，影片立体式呈现了扬州的历史
文化与现代文明。“无论是古还是今，扬州
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城市，现代文化与古
代文化相得益彰，传承着延续千年的‘文
艺范’。”郝冠来说。

“运河延续着中国文脉，也延续着扬
州文脉，文脉的传承尤为重要。”在郝冠来
看来，以运河为主题的微电影展的举办意
义非凡，“就电影人角度来讲，通过这次拍
摄，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扬州、运河的典
故， 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值得铭记和传
承 ， 今后会继续用镜头聚焦运河与扬
州。” 记者 王璐

重生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访评委会特别奖《重生》原型、主演吴耿贤

影片《重生》获得了本届微电影展的
评委会特别奖，当主演吴耿贤站上领奖台
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的 “左腿 ”夺
走———那是一只假肢，吴耿贤坦荡地将它
裸露在外，他自如地行走，丝毫不受影响。

“我就是《重生》的原型，同时也是影

片的主演。我以本色演出，希望能激励更
多和我一样的人，勇敢地站起来，迎接新
的生活。”吴耿贤说，几年前，他在一次车
祸中失去左腿，短短三分钟的影片是他历
经痛苦，重拾自我的过程。导演、编剧团队
通过长期跟踪记录他的生活，将这段艰难
的历程拍成影片，“影片传递的是我发自
内心的力量，人生如同赛场，停顿只会失
败，重生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吴耿贤是台湾人，16年前他跟随父亲
来到扬州经商。“于我而言，扬州就是我的
家乡，运河就是滋养、哺育我的母亲河。”
吴耿贤说，《重生》不仅是生命意义的重塑，
更是运河文化发展信念的笃守，“作为‘新
扬州人’，看着这座城市经历巨变，我打心
底开心。我愿以一己之力，向外界宣传扬
州，推介扬州。” 记者 孔茜

摄影：文斌 董辉 王卓

“联创科技”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表彰晚会昨在扬州大剧院举行

运河繁华在 文化韵味长

这是个了不起的文化壮举
———访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赵葆华

“运河畔的扬州儿女呼唤天下所有文
化人、电影人，以微电影为载体，讲述各国
人民追求梦想的故事。首届运河主题国际
微电影展，是个了不起的文化壮举。”在表
彰晚会现场，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
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赵葆华动情地说。

作为本届影展的评委会主席，赵葆华
亲历了影展的每一个节点，并为获奖影片
亲自撰写颁奖词，他对每一部影片都饱含
情感。“这些作品来自天南海北，但是他们
有共同的文化性格，那就是追求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赵葆华说，影片用
独特视角讲述各自民族的故事，不同的特
点都在作品中展现出来，彰显运河沿岸文
化的强大张力和生命力。

“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起点
很高，出手不凡。”赵葆华说。

赵葆华认为，扬州的土地有着琴键般
的弹性。“大运河沿岸本身就有述说不完
的故事，而扬州有着被大运河孕育过的民
族精神。期待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长久
举办下去， 借这个机会讲述扬州故事、中
国故事给天下人听。” 记者 孔茜

运河繁华在，文化韵味长。
昨晚，2018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重要活动之

一———“联创科技”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
微电影展表彰晚会在扬州大剧院举行。

扬州是大运河原点城市、大运河联合申遗牵

头城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城市。首届运河
主题国际微电影展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进程中“中国行动、江苏实
践、扬州案例”的最新探索。昨晚，本报记者专访
了出席晚会的嘉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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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日, 第十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作品暨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在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 作为这一全国工美届最
高水平展会的常客,“扬州工” 再度惊艳
亮相。

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中国工
美大师精品展, 是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最
高水平的展会 ,来自20多个省 (市 、自治
区)的500多家展商参展,展品包含珠宝玉
石、金属工艺品、雕塑工艺品、漆器、抽纱
刺绣、地毯挂毯、美术陶瓷、民间工艺品
等,覆盖了工艺美术全部类别。

今年, 扬州工美集团带去了多件重
量级精品参评,展现“扬州工”的“匠心菁
华”。 其中既有创新设计的玉雕手把件,
还有地屏、挂屏等大件。

两大师作品入选特展
匠心之作纪念改革开放40年

今年主办方特设 “纪念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大师精品特展”(以下简称 “特
展”)。 扬州有两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
品入选“特展”,其中包括张来喜的作品
红雕漆《溪山访友》台屏和高毅进的作品
青玉籽《龙纹双耳瓶》。

“改革开放为玉雕行业带来的,不仅
是消费市场的扩大, 更是设计思路和审
美情趣的变化。”1977年 , 时年
13岁的高毅进进入玉器学校开
始专业学习。次年,改革开放的
春风拂来, 玉雕行业迎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高毅进也就
此与春风相伴而行。40年来 ,他
学习和汲取各种流派为己所
用,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等全国
玉雕大赛中获各种大奖百余
项。高毅进告诉记者,此次他的
参展作品青玉籽 《龙纹双耳
瓶》,凝结了他多年的匠心。

还有哪些亮眼精品
《延禧攻略》同款家具参展

今年,电视剧《延禧攻略》热播,剧中穿插的绒花、缂丝等传
统非遗工艺元素,让人感受到传统技艺的精致华丽。当然,这其
中也少不了扬州漆器的身影。

扬州漆器厂办公室主任孙卫华介绍, 在该剧的清宫布景
中就出现了不少扬州漆器工艺品 ,“此次我们也带去了部分
《延禧攻略》同款家具精品 ,像在电视剧27集中出现的骨石镶
嵌黑地裕兰双门床头柜等。”

此外,扬州漆器厂还带去了百宝镶嵌《四季平安》地屏、纯
雕漆《云壑山居图》台屏、古楠木雕《松山幽居》摆件、刻漆《暖
香》挂屏等艺术与生活相结合的精品参展参评。

通讯员 扬工美 记者 鲍仁

《四季平安》地屏。

《云壑山居图》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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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建威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受扬州市中小型企业生
产力促进中心的委托， 就人
保 财 险 扬 州 市 分 公 司
800KVA配电工程进行公开
招标， 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
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工程名称：人保财险
扬州市分公司800KVA配电
工程

二、工程造价：约90万元
三、招标范围：人保财险

扬州市分公司800KVA配电
工程施工

四、工期：30日历天
五、质量标准：合格
六、投标资质要求：
1）企业资质 ：具备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
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含）以上资质。

2） 项目负责人资格：①
小型项目管理师或电力工程
二级（含 ）以上注册建造师 ；
②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证）；③项目负责
人无在建工程； ④项目负责
人未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其他①企业及项目负责
人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
违约或者发生重大工程质
量、安全生产事故问题，被有
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
停期内。②本工程不接受《扬
州市2017年度建筑市场各方
主体及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成
果》中黄牌、红牌企业与个人
报名。

七、报名时间、地点及要
求：

1） 集中报名时间：2018
年10月16日14:00至17:00（北

京时间）（逾期不予报名）。
2）集中报名地点 ：江苏

建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招投
标部 （江苏省扬州市渡江南
路110#江南左岸2#11层）。

3）报名时请携带以下资
料：

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含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附
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授
权委托书 （含被授权人身份
证 ）；②企业营业执照 ；③企
业资质证书； ④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 ⑤企业信用管理
手册 （省内企业提供扬州市
建管处发放的企业资格资质
核验书或信用管理手册 ；省
外企业提供省建设厅发放并
经扬州市建管处签章登记的
信用管理手册）；⑥项目负责
人资质证书及有效的安全考
核证 （有效期内 ）；⑦提供社
保部门出具的投标人为授权
委托人及报名项目负责人缴
纳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养
老保险费用的证明材料。

注：本项目不接受电话、
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投标
报名。投标报名时须提供以上
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
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否则资格
审查不予通过。

八、评标办法：综合评估
法

九、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联系人：邓俐、王莉

电 话 ：80981289、
13645254866、

13815800911
邮 箱 ：292560366@qq.

com
地址： 扬州市渡江南路

110#江南左岸2#11层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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