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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第五届全国法院第五届““双微双微””评选结果评选结果（（部分部分））

微影像微影像，，新征程书写新辉煌新征程书写新辉煌
———全国法院第五届微电影微视频评选活动综述—全国法院第五届微电影微视频评选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雅静曹雅静

特别奖
《迷踪》 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鱼·网》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综合类十佳微电影

《阿卓回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信守十年》 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嫁衣》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冬日暖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惊梦》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路过幸福》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
《摆渡人》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
《收获》 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
《非常肇事》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起航》 青岛海事法院

执行类十佳微电影

《这对老赖不寻常》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风中的哈达》 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执”爱无悔》 大连海事法院
《中秋暖月》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生道》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不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心》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
《担保之祸》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岔口》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法院
《爸爸别跑》 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

十佳微视频

《无法上映的人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马锡五审判》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畅游》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家园》 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
《无处逃遁》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灰熊：“我再也不做老赖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声》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我们在执行》 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的世界》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位港籍法官助理的法治梦》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第五届十佳微电影提名奖（30部）

《青春救赎》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特别调解》 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

《破晓》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
《五厘米》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网开新生》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小米法官》 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一缕阳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伪装者》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前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暖冬》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奥运法官老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回首是爱》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桔梗花开》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初晓》 四川省壤塘县人民法院院
《初心》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守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植法人心》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阡·陌》 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
《发小》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妈吗》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酒案执击》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较量》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天道娘心》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铁水牛》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难遁》 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
《鸟的天堂》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法外情深》 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法院

《一诺千金》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苗岭上的法官》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暖冬》 河北省怀安县人民法院

单项奖（综合类）

最佳导演：《阿卓回家》黄清平
最佳编剧：《冬日暖阳》张友国 赵冰
最佳男主：《信守十年》张杨饰法官周尧
最佳女主：《破晓》朱薇薇饰法官高华芳
最佳男配：《暖冬》程天赐饰小男孩冯唐
最佳女配：《冬日暖阳》李天余饰妈妈Alice
最佳摄影：《信守十年》温长喜
最佳剪辑：《路过幸福》徐孝森
最佳原创音乐：《桔梗花开》主题曲：桔梗花

单项奖（执行类）

最佳导演：《这对老赖不寻常》蔺子建 孙宇
最佳编剧：《执心》郑通斌 谢琼雪
最佳男主：《“执”爱无悔》王金伟饰贺局长
最佳女主：《伪装者》潘红梅饰执行法官周顺华

组织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小切口大民生、小故事大情怀、
小成本大收益。”

7 月19 日，全国法院第五届微电
影微视频颁奖会在安徽合肥举行。
418 部参评作品，418 个法院故事，动
人心弦，荡气回肠，至情至性至理，展
现了当代中国法官的风采，见证、诠释
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司法为
民的历史征程和华丽篇章。

小小微电影，时代大舞台

微电影和微视频，以其短小、精
炼、灵活、便于传播以及微时长、微制
作、微投入等特点，受到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越来越多的关注、认同和应用，成
为传播文明、弘扬文化、塑造精神、引导
舆论、宣传推介的新载体。人民法院新
闻传媒总社历史性地站在了时代的前
沿，主动引领时代风尚。从 2013 年起，
通过中国法院网视频台，开始组织全国
法院的微电影评选活动。每年一届，至
今已经连续举办五届。本届活动的主题
是“当法律遇见爱”，于去年 7 月启动。
共征集到来自30个省（市、自治区）各级
法院的作品418部。

数量上，本届活动各级法院报送的
作品比上一届增加了 50%。除了微电
影，今年的微视频也发展迅速，备受瞩
目。题材上，参评作品涉及审判执行工

作的方方面面，法院工作的重点、亮点、
工作成效在微电影微视频中都得到了生
动呈现。品质上，更是有了显著的提高，
不少法院的创作团队专门邀请了经验丰
富的专业影视人加盟，无论是画面风格、
叙事角度、还是剪辑技巧，都具有很高的
专业水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今年的
微电影和微视频作品不拘泥于普通的画
面叙事，首次出现了黄梅戏、皮影戏、动
漫、简笔画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面
对众多优秀的作品，评委们纷纷表示难
以取舍，只能是优中选优。最终，从418
部作品中，评选出特别奖2部，十佳综合
类微电影、十佳执行类微电影、十佳微视
频共30部，另有30部作品获提名奖，65
部作品获优秀奖。此外，还评选出了最
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最佳
男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原
创音乐等单项奖，13家高级人民法院获
得组织奖。

微而精的影像，传播中国法
院好声音

从选题、策划，到拍摄、制作、表演，
这次获奖的作品，都展现出很高的艺术
水准。

今年，是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决胜之年。为配合执行宣传，促进
执行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届“双
微”活动设置执行类十佳微电影奖，共有
各地法院报送的129部参赛作品，其中
10部作品获得执行类十佳微电影奖，10
部作品获得提名奖。河南省洛阳市老城
区人民法院报送的《这对老赖不寻常》、
大连海事法院报送的《“执”爱无悔》等作

品凭借生动的情节，富有节奏感的画面全
方位展现了执行法官的奉献、勇敢和智
慧，表现了法院干警的可贵品质。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院长
袁宪伟说：“我们选取执行案件中具有艺
术加工价值的真实案例拍成微电影，对
于百姓了解执行工作、理解执行工作、支
持执行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当法律遇见爱’是这次活动的主
题，我院的获奖作品是《‘执’爱无悔》，非
常契合这次活动的主题。加强海事法院
文化建设，是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助推
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微电影微视
频，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形式，加强新
媒体宣传，是突破宣传工作‘瓶颈’的有
效途径，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全国法院

‘双微’评选这一更大的平台，加强我院
的宣传工作。”大连海事法院政治部主任
李广达表示。

“深夜，我站在雨中，面对群众的
诉求。”

这是影片《破晓》高芳华法官的扮演
者朱薇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她在本届
活动中荣获单项奖综合类最佳女主角。
该影片由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
报送，展现了一名基层法官对百姓的关
心，对法官职业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信
仰。朱薇薇非常赞同“把微电影当做正
经事来做”的看法，她说，法院有着很好
的资源，完全可以凭借丰富的素材收到
良好的社会效果和舆论效果

情与法的碰撞，最真实的就
是最动人的

当法律遇到爱，公众会有怎样的
期待？

法院微电影、微视频作品内容的一
个特点就是真实。本届“双微”评选活
动中大多数作品都“原汁原味”地呈现
着案件情节，精而微的影像，映射着法
理逻辑、人间常情以及社会万象。它取
之于民，更绽放着理性智慧之光。它就
是生活，就是法律的渊源和实践，就是
最真实的而最动人的诗歌。

爷爷用颤抖的布满老茧的双手为
阿卓剥开烤焦的鱼，孙子闪着水汪汪
的眼睛对法官贾贞妮说的一句“我想
爷爷”……这些镜头来自广西壮族自
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法院的作品《阿
卓回家》，该片在县“门户网站”上放映
的时候，引起了网友热议。

“感动到流泪，深深认识到不能以
老观念解读法律，又被法官为了彻底
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坚持调解的精神打
动。”村民杨鹏留言说。

90 后导演黄清平凭借该片获得
了最佳导演奖，他接受记者的采访时
说：“我的想法就是：真实地去还原故
事就好，观众看的时候容易产生共鸣，
也会由衷理解并信任法院工作。”

影片《嫁衣》叙事完整，矛盾冲突
强烈，人物性格饱满、融法理情与民族
文化元素于一体。该片负责人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张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微电影微视频
受众广，传播速度快，年轻人喜欢看。
我们希望把法律、法院、法官这些常人
看起来严肃的内容，通过爱情、亲情、
友情等内容以生动的形式传递给大
众，达到传播法治的目的。”

今天的法院影像还有许许多多牵

动人心的故事，关乎亲情，关乎友
情，关乎爱情，我们一起感动，共鸣
共通。

“盖·里奇”和“皮影戏”，
艺术就是要引人入胜

黄梅戏、皮影戏、动漫、简笔
画……今年的微电影和微视频作
品不拘泥于普通的画面叙事，首次
出现了诸多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

影片《三岔口》由四川省眉山市
洪雅县人民法院报送，采用“盖·.里
奇”多主线混剪模式，以最接近判决
书的叙述手法、黑色幽默的调子讲
述了申请执行人吴氏三兄弟求财心
切的故事，从侧面展示了眉山法院
在攻克“执行难”工作中探索建立的

“无节假日执行”和“网格员协助执
行”机制，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坚持
司法为民、坚守公平正义的良好形
象。

“喜剧”之中尽是睿智，“皮影
戏”背后诉不尽的是真情。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
《马锡五审判》微视频通过甘肃皮影
戏这一艺术形式再现马锡五对刘巧
儿一案的审判场景，切合本次“双
微”评选活动“当法律遇见爱”的主
题。

《灰熊：“我再也不做老赖了”》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
民法院报送，原创手绘漫画微视频，
用萌萌哒的手绘漫画为大家解读，
给大家说一个“老赖”的辛酸故事。

“漫画的形式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通过
投入少、形象生动、易于理解的漫画
形式表现出来，能够抓住观众的眼
球，特别适合青少年读者，收到了良
好的法治宣传社会效果。”防城港市
中院宣传与网络技术办公室主任黄
琼说。

不改初心，讲述法院人的故事，
发声就是一种力量。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勾勒出法
院人坚守公正不忘初心的清晰影
像。400多部参评作品代表了全国
法院参与的广度，32部获奖作品代
表了创作的高度。

新媒体，微影像，日新月异。整
装前行，法院人踏上新的征程，书写
法治宣传新的辉煌！

获奖作品出品单位代表在候场等待领奖获奖作品出品单位代表在候场等待领奖。。 颁奖仪式后颁奖仪式后，，部分获奖作品出品单位代表在主席台合影部分获奖作品出品单位代表在主席台合影。。

全国法院第六届微电影微视频评选全国法院第六届微电影微视频评选
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正式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
万明万明（（左三左三））等为活动按下启动键等为活动按下启动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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