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颁奖词
作品用生动的影

像造型语言描述了一

位残疾人重建人生的

心理旅程。以影像固有
的抒情和表意，表现了
人物内心丰富的变化，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和情感的震撼力。短
视频有大能量，小影像
书写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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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晗

昨日下午 ， 扬州市档案局
（馆 ）、 地方志办公室在市档案馆
内举办了以 “见证改革开放 展示

最美生活” 为主题的 “档案馆日”
活动 。国家档案局原局长 、中央档
案馆原馆长杨冬权作《新时代档案
工作的新思维 》主题讲座 ，吴道台
后人昨捐赠 《佩文韵府 》“测海楼
目录”。

晒出家庭最美生活档案

昨天，在扬州最美家庭档案颁
奖仪式上，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获
奖代表分3批上台接受证书。

今年6月，市委宣传部、市档案
局启动了最美家庭档案评选活动，
邀请市民晒出自己珍藏的家庭档
案 ，并讲述背后故事 。该活动启动
后 ，市民热情参与 ，积极推荐能够
反映扬州改革开放40年奋斗历程、
家庭变迁、生活变化的珍贵家庭档
案和系统 、完整 、规范的最美家庭
档案。至活动截止，全市共推荐112
户137组821件珍贵家庭档案、30户
最美家庭档案 。市委宣传部 、市档
案局从收到的推荐参评家庭档案
中 ， 最终确定20户珍贵家庭档案
奖 、20户最美家庭档案奖以及7个
组织奖。

市委宣传部 、市档案局以 “扬
州最美家庭档案” 评选为基础，挑
选出逾百件家庭档案制作成“最美
家庭档案 ”获奖图片展 ，共有24块
展牌 ，在市档案馆内展出 。这次展
览以家庭记录反映时代变迁，以家
庭记忆折射时代精神和风貌，其背
后感人的故事，引起了参观市民的
广泛共鸣和好评 。今后 ，展览还将
在社区、学校巡展。

家族记忆化为社会记忆

活动现场， 吴氏后人吴泽晶、
吴娃 、吴萱 、吴娜等家族代表向扬
州市档案馆捐赠了吴家仅存的一
套测海楼藏书《钦定佩文韵府》（四
函六十册 ）以及吴引孙编 《扬州吴
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一套六册）。

昨天，“扬州记忆”系列丛书首
发暨《扬州简志》编纂启动仪式隆重举行。丛书旨在依托扬州
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深入发掘
丰厚的馆藏档案方志资源，彰显档案方志价值，打造扬州档案
方志文化品牌。《扬州历代地方名官》《测海楼吴氏珍档解读》
首发。现场还举行了《扬州简志》的编纂启动仪式，计划将二轮
市志一千多万字简化为五十多万字，2020年出版，力求为社会
提供脉络清晰、内容精炼、人文色彩浓郁的方志读物。现场还
派发了《扬州市民生档案利用指南》，市直22家涉及民生档案
的重点部门查档方式、内容、电话、网站等集中呈现，一目了
然，方便市民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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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上，对最佳男女
演员、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海外影片、组委会特别奖、评委会特别奖等奖项进行了颁奖。本报记者在
现场原声摘录这些奖项的颁奖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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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获奖作品

评委会特别奖

组委会特别奖

颁奖词
故事独特，

角度独特，名为
寻找李白，实为
寻找自我，传递
的是关于青春、
关于爱情、关于
故事的情思，小
巧而精致，作品
弥漫着青春时

尚与文化情怀。

颁奖词
短片创意使用谐音字，把言语、淮盐、盐运与

运河巧妙编织成一个灵巧小故事。 通过父亲带着
儿子在盐场、盐运古迹、运河遗迹、运河博物馆等
地旅游的情节，反映盐的故事、运河的故事。

颁奖词
巩金国的表演，完美

诠释了一个平凡的丈夫

不平凡的爱。他的表演自
然却充满力量 ， 情到深
处 ，举重若轻 ，内心戏拿
捏得当， 从表情到肢体，
有思索 ，有设计 ，真实而
深刻，不落痕迹的众多细
节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

丰沛，呈现出的相濡以沫
之情，更令人动容。

《寻找李白》 《重生》

《盐河旅行记》 《中国运河志》 《运河妈妈》

颁奖词
这部纪录短片通过介绍《中国运河志》浩瀚编

纂工程，从经济作用、民俗饮食交融、文化传承与
发展等视角揭示出———黄河、 长江孕育了中华文
明，京杭大运河则昭示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与智慧。

颁奖词
影片以入选中国好人榜的王瑞华为原型，人

物与故事接地气，真实感人。编导挖掘人性生活中
诚信与爱心两个细节，故事平易质朴。主人公的梦
想是建一个运河边的爱心小屋， 以庇护那些缺乏
家庭关爱的孩子。简单中透出真切感，触人心弦。

最佳男演员奖

《爱在运河边》巩金国

最佳女演员奖

《运河妈妈》马军勤
颁奖词
马军勤贡献了

朴实无华、返璞归真
的表演 ， 无论是开
怀大笑还是朦胧泪

眼 ， 角色的转变和
肢体语言都表达得

准确自如 。运河边 ，
她负重的背影 ，承
载着女性的外柔内

刚 ， 书写着母爱的
无穷尽。

最佳海外影片奖

《为你》

颁奖词
故事别致，构思精巧。一个老年乞讨者，为了已

在天国的爱人，忍辱负重地生活着。作品短小却有冲
击力、震撼力，小片段却有厚故事。老人的致爱，温暖
人间，温暖人生。

最佳导演奖

《镇江往事》王宇辰

颁奖词
这是一部现实题

材、充满影像纪实风格
的微电影。导演在故事
节奏的把握、影片叙事
的控制以及演员表演

的分寸上都有着很好

的掌控与发挥。在短短
的30分钟里，一个生动
感人的故事呈现在观

众面前。

最佳剧情片奖

《爱在运河边》
颁奖词

作品虽系老年题

材， 传递的却是相伴
永远、 不离不弃的动
人情感。 运河边一对
老年夫妻的爱情守

望，温暖人心，净化情
怀。有故事、有人物 、
有情致、有地域风情，
一切犹如古老的运

河，波澜不惊却韵味绵延，制作精良度和电影艺术含
量均为上等。

最佳纪录片奖

《争千秋勿争一日》

颁奖词
影片通过对植物学家吴征镒一生科研与成就的

真实记录，展现了一位不计名利、将自己的全部身心
献给中国植物学的科学家伟大的精神与人格。 作品
朴实无华，主题鲜明，充满纪实作品的力量。

最佳编剧奖

《沉默的河流》高临阳

颁奖词
影片由保护运

河水不受污染，深入
到保护人的精神不

受污染，反贪腐主题
和还一片绿水蓝天

的环境保护主题交

叉并进。 小切口，大
深度 ，有力量 ，电影
文学含量突出。

最佳剪辑奖

《沉默的河流》

颁奖词
影片笔触细腻，不着痕迹地精准剪辑，镜头组接

清奇，剪辑自然流畅，节奏分明，铺陈有序，在朴素的
叙事语言里，让情和理、现实与梦想碰撞，剖析人性
的矛盾与复杂，具有穿透心灵的力量。

最佳摄影奖

《一根丝线》

颁奖词
全剧影像风格统一而充满力量， 诗意而又彰显

大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让两代人的爱情故事有层
次、有对比，抒情中写实，叙述中见景，让影片如流淌
的音乐一般，拥有了独特的灵魂和魅力。

玉菁 露莎 整理

（上接1版 ） 扩大运河城市交
流、促进运河城市发展。

朱民阳希望， 机制成员能
勤勉尽职， 发挥好参谋和助手
作用， 充分发挥人才集聚的比
较优势， 针对全球运河沿线旅
游业发展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
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共同做好
运河旅游这篇大文章 ； 依托
WCCO，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
景区故事， 与全球运河城市景

区开展交流合作， 提升国际美
誉度知名度， 共同促进运河旅
游业的发展繁荣。 运河城市景
区要紧紧围绕运河历史文化，
挖掘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加大对运河旅游资源包装策
划、 整合提升、 宣传推介的力
度， 强化运河文化与景区的融
合程度，展示景区人文魅力，实
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打造富
有魅力的运河文化旅游品牌。

运河城市精品景区合作机制在扬成立

（上接1版）对于建筑产业化发
展情况，委员们建议，要加大宣
传力度，推进建筑产业化规模
发展，严格建筑材料等标准化，
用好“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两
只手，扶持引导建筑产业化发
展。对于全市旅游工作，委员们
建议，要系统思维、整体布局，
高水准制定《扬州市旅游业总
体 发 展 规 划 》 （2018—2035），

“跳出扬州看旅游，跳出旅游看
旅游”，对景区、景点建设要统
筹、通盘考虑，理顺机制体制，
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做大
做强旅游产业。

会议表决通过了 《扬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
决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会议还表决通过市监察委员会
相关人事任职事项。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闭幕

（上接1版）美等海外国家和地
区的参展影片157部。 据统计，
影片类别包括微电影、短视频、
纪录片、专题片等，题材包括剧
情片、历史片、传记片、情感片、
励志片、 公益片等。9月9日，组
委会在京发布初评结果，103部
优秀作品入围终评， 并最终产
生37部提名影片。昨晚举行的晚
会上， 先后对最佳男女演员、最
佳海外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
情片、组委会特别奖、评委会特
别奖等12个奖项进行了颁奖。

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
展吸引了光明日报、 中央电视

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中国纪录频道、新
华网、新浪网、新华日报、交汇
点、 江苏卫视等百十家国内主
流媒体以及海外媒体的广泛关
注。

出席世界运河城市论坛的
贵宾、大运河沿线城市纪委（监
委）领导、全国近百家报社社长
（总编）， 担任首届运河主题国
际微电影展表彰晚会开颁奖嘉
宾的著名导演、演员，部分微电
影获奖团队，活动主办、承办、
协办单位领导以及媒体代表等
近千人参加活动。

用视听语言
向世界讲述运河故事扬州故事

《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周晗 摄

C:\library\RB\RBE07\10$12\RBTKE07a12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