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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展播·暑期档”第一弹  

 

 

亲们，有没有想过像补番追剧那样来连续欣赏电影呢？今年小学期，“电影展播”

工作组决定进行这个尝试…… 

 

 

传说在 Long long time ago（大概六年前），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开始有放电影活

动。那时播放的第一个电影，据说就是《哈利·波特》（当时的工作数据没有保留下来，

该情报源自于历任馆员更替前的口口相传）。也就是说，《哈利·波特》电影是“电影展

播”的开始。 

 

小学期已经在这个学校启动两三年了，去年小学期，举办了本馆第一届“少儿阅读”

与“亲子阅读”活动。小学期在主页菌看来，应该是暑假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来年开

学提供休憩和精神养料的重要“再生产”阶段。 

2019 年，“电影展播”活动已经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3月至 6月，我们以“名著”

为主轴，贯穿了整个学期，联动了读书俱乐部的老牌活动“读书分享会”。学期之初，

就跟大家预告了小学期会有新动作。 

今年小学期即将来临，“电影展播”工作组决定再过一周，启动第一届“暑期档·电

影展播”系列活动。观影一时爽，一直观影一直爽！由于每部电影作品都有独特的世界

观和故事气场，小学期是一块连续的时间，所以小编决定用一部系列电影作品的完整体

验，打响“暑期第一炮”。用《哈利·波特》全系列影片，作为开启崭新活动模式的路

标，致敬“电影展播”活动创办史。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部系列影片作为图书馆“电影展播”活动的主打内容之一，还有

更多重要原因，将在后文详细揭秘！ 

 

 

作家小传 



 

 

J.K.罗琳简介 

 

罗琳家境一般，为了备考牛津大学，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无功而返。 

 

另外一件让罗琳失望的是学业。由于她在韦迪恩很优秀，学校推荐她参加英国著名的牛津大

学的入学考试。牛津大学相当于美国的像哈佛这样的长春藤盟校。牛津通常是有钱人上的学校，

当然这也不绝对。很多家庭的几代人都是直接从昂贵的私立寄宿学校直接上牛津大学的。入学标

准相当高。学校推荐罗琳试试牛津，不仅是对她的赞赏，也是挑战。安娜和皮特没有上过大学，

但希望自己的女儿们都能上大学，因此，她的家人对此都非常高兴。 

罗琳参加了考试。考试包括她感兴趣的 3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英语得了 A，法语

和德语都得了 B。她没能被录取。奇怪的是另一所学校的一个女孩子参加了同样的考试，也得了



 

一个 A两个 B，却被录取了。在美国也会有像这样不公平的事情，但那时有这样的观点却并不新

鲜——学费比能力重要。那个被录取的女孩子是在一家私立高中参加的考试，而罗琳是在公立的

韦迪恩参加的考试。虽然乔安娜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这件事，她和父母，还有韦迪恩中学的老师们

一定非常失望。这件事显然对罗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 

罗琳读中学时，老师摩根太太是一位严厉而又古怪的更年期的妇女，罗琳和同学们都害怕她。

摩根太太每接到一个有 35~40 人的新的班级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分出聪明和迟钝的学生。在开

学的第一天上午，她就叫学生做一张叫做“日常 10 题”的算术卷子，包括智力测验题和小数知

识，考卷上都是罗琳还没学过的东西。 

这次罗琳考试得了 50 分，被摩根太太安排到她认为愚钝的那一排。罗琳没有哭。后来她回

忆道，这种糟糕的教学方法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要比身体上的处罚大得多。 

中学毕业时，罗琳参加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公布后，她被列入了后备录取名单里，但

最后还是没能被录取，据说是因为她上的中学没有名气。罗琳后来就读的是离家很近、只有两小

时车程的埃克塞大学。她主修法语，但也学过一段时间的希腊文和罗马文。在大学期间，她读到

了由牛津大学中世纪文学教授托尔金写的著名幻想小说《指环王》（又名：《魔戒》）【小编吐槽：

以后会专题介绍】。她特别喜欢这本书中的传奇故事，1000多页的书在几年内甚至给翻破了。 

罗琳后来与葡萄牙记者乔·阿兰特斯结婚。婚后，罗琳住在葡萄牙城市波尔图，与丈夫经常

吵闹，最终被他踢出家门。惟一的安慰是，她身边还有一个 4个月大的女儿杰西卡。 

 

网友 WRFTY 评论：“罗林就是被不公平待遇了，中学学校不好是主要原因。” 

在她离婚、生了孩子的时候，却失业了。她穷困潦倒，受尽轻蔑，在孤独绝望中感知人

情淡薄。为了逃避公寓的寒冷，她经常推着婴儿车到低档咖啡厅取暖。 

在一次乘坐火车的时候，罗琳看着窗外的车站，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

从此她决定开始写一部成长小说，作为几个孩子的母亲，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更是为了圆自

己那未曾实现的“学究”梦。 

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写完不久，投稿也遇到诸多困难。 

 



 

从小就热爱文学的 J.K.罗琳并没有按照父母的预想，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她白天写作，

晚上去夜校教课。在一次聚会中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新闻系学生乔治·阿朗特斯，两人热情似

火，但又矛盾不断，很快便进入了婚姻殿堂。婚后不久，罗琳便萌生了创作哈利波特的想法。但

是生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婚后为了照顾孩子，罗琳辞去了工作，乔治却染上毒瘾，并且有严

重家暴行为。无法忍受毒打的罗琳带着孩子投奔自己苏格兰的妹妹。 

冬天的苏格兰寒冷刺骨，30岁的罗琳每天只能在附近的咖啡馆取暖，一遍写作一边带孩子。

依靠低保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终于在 1996 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完成了。但是出版路上更是

艰难，1995年的罗琳没有任何出版经验，只好通过《作家与艺术家年鉴》（类似中国黄页）一家

一家的去投递样稿，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她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艺术家经纪人

里特与好友约好共进午餐，收拾邮件时误将罗琳的作品放入包中，结果好友迟到了，无聊之下拆

开了罗琳的样稿，读完第一章就深深的被剧情吸引了，并决定帮助罗琳代理。但是代理之路并不

顺利，经过一年多的投递，被 12 家出版社拒绝。 

在投稿的第 13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商 Blooms Bury（当年很小），负责儿童部的编

辑巴利看到作品之后赞不绝口，极力推荐给领导希望能够出版。就这样，罗琳终于找到了一家愿

意花 1500英镑购买版权的出版商，最终决定尝试性的以儿童读物进行出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推出后，获得席卷全球的风暴，迅速获得英国国家图书奖儿童小说奖。1997 到 2004 年，8年时

间内罗琳身价暴涨 10 亿美元，资产已经超过了英国女王。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她终于将我们带

入了她奇妙的魔法世界。 



 

 

编辑对 J.K.罗琳投稿的回信（翻译版） 

 

 

 

 

 



 

 

 

 

作品问世历程 

 

本馆“电影展播”活动，选取《哈利·波特》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原著作者罗琳

阿姨（抱歉小编是 90 后，这样称呼才恰如其分）的三观，在馆员们看来，特别符合图书馆

界的“政治正确”，证据如图： 

 

Library 其实是现实中的魔法学院 

 

另外，本作“铁三角”中的唯一女主角、超级大学霸“赫敏·格兰杰”同学，也是最具

全球影响力的图书馆忠实用户，是万千读者的榜样与楷模！ 

 



 

 

罗恩·韦斯莱问： 

赫敏为什么得去图书馆？ 

 

 

 



 

当然，赫敏同学在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罗琳阿姨本尊了。有图有真相： 

 

图书馆的忠实用户 J.K.罗琳 

要不是赫敏同学，小编很可能不会选择图书馆行业作为职业生涯与道路……（嘘） 

 

答案就在馆内 

图书馆取景地 

魔法世界，是延续历史传统的外在体现。 

魔法是自古以来，一直到中世纪及其几百年后，人们还普遍相信的一种操控世界运行的

可用手段。魔法世界中的一切场景和用品，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事物。作为千百



 

年来的传统，承载魔法的环境、建筑，必然是有着历史悠久的那些“老古董”。 

 

阿郎先生的影评 



 

图书馆，寄宿了千百年的人类灵魂。阅读的过程，就是与古代千年以来的先贤们进行交

流和对话。千百年后还能留存下的古人的言谈，还能够发挥魔力的“老古董”，就是一本本

古旧文献。因而，老图书馆的气息，就是魔法世界赖以维系和凭附的现成载体。 



 

 

图书馆取景地 



 

篇幅所限，只介绍这么多。更多美不胜收、古色古香、壮美震撼的电影拍摄场地，感兴

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尝试寻找相关情报。 

作品概况 

中国版《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自出版以来，一直由国家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引进出版并权威发行，由马爱新、马爱农等人翻译。目前已经有了四套成体系的图书设计。 

 

图书封面欣赏 



 

前科学时代 

科学不是平白无故诞生的。现代科学中的化学，起源于炼金术（比如“磷”的发现）；

现代科学中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开始于占星术；现代科学中的药学，来自于巫医和朴素

草药使用的演化…… 

巫师们为了隐藏自己，躲避宗教裁判对巫师们的迫害，决定用魔法隐藏魔法世界的存

在……《哈利·波特》故事的关键背景信息，在没有相关文化传统的 

对“迫害巫师”相关的真实欧美历史感兴趣的童鞋，可以调查一本名为《女巫之锤》的

书，以及名为“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的女性。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美国汉学家

孔飞力的畅销学术名著《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就呈现了清朝乾隆年间举国震惊

的巫蛊大案。 

 

孔飞力《叫魂》中文版封面 



 

三联书店出版 

索书号：K249.07/9 

 

《哈利·波特》中那些稀奇古怪的课程，其实就是真实历史的描摹与映射。 

 

霍格沃兹的魔法课程 

都有其现实历史原型 

 

为了带大家深入了解真实的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我们精选了纪录片《哈利·波特：

一段魔法史》作为补充资料，供各位麻瓜深造。 

 

乔伊斯·弗鲁姆（Joyce Froome） 

巫术与魔法博物馆 馆员 



 

大英图书馆，联合英国巫术与魔法博物馆(the Museum of Witchcraft and Magic)，于 2017

年（《哈利·波特》图书诞生 20 周年）举办了《哈利•波特魔法历史特展》。希望大家也能够

通过本纪录片，欣赏到世界一流图书馆的世界一流策展水平。 

 

大英图书馆举办哈利波特展 



 

由于纪录片《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涉及到前四部电影内容的关键情节剧透，因此

安排在第四部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之后播放——系列电影一共八部，也正好作为“中

场休息”给大家一个缓冲，准备以更好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最终决战！ 

 

《一段魔法史》海报 

 



 

 

《一段魔法史》纪录片封面 

 

不同于现代科学的诞生，电影拍摄技术是随着应用的需求而被逐步“发明”出来的。绿

幕的大范围使用，开始于詹姆斯卡梅隆拍摄《泰坦尼克号》的需要；绿幕的升级是为了拍摄



 

《哈利·波特》故事中的“隐形斗篷”；CG 数字建模技术，完善于《哈利·波特》电影中的

神奇动物和《指环王》中的异族人类——此前的电影角色，普遍是使用木偶、实体模型等解

决的…… 

 

纪录片海报 

 

为了让大家更透彻的了解本系列电影诞生的台前幕后，小编找到了拍摄花絮等纪录片，

作为补充内容，安排在系列电影之后播放。 

 

观影安排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共 8 部，以及三部纪录片作《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哈

利·波特系列的 50 个精彩瞬间》《当哈利离别霍格沃兹》为本次活动的番外，一并放映。 



 

 

电影一览 



 

 

推荐观看年龄：13-88 岁。P.S.温馨提示：未满十二周岁的童鞋请在家长指导下观看。 

根据小学期的实际情况，本次活动时间定为： 

每周一、三、五 19:00 

活动地点不变，依然是： 

花溪校区 A504 教室。 

 

本次活动“档期”如下： 

 

 

电影展播-花溪校区- 

2019小学期活动一览 

 

 填表时间 2019年 6月 20日   

序号 日期 期次 电影名称 评分 片长 

1 2019/7/1 总第 151期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8.9′ 152分钟 

2 2019/7/3 总第 152期 哈利波特与密室 8.4′ 161分钟 

3 2019/7/5 总第 153期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 

囚徒 
8.4′ 141分钟 

4 2019/7/8 总第 154期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8.3′ 157分钟 

5 2019/7/10 总第 155期 
[纪录片]哈利波特： 

一段魔法史 
7.8′ 57分钟 

6 2019/7/12 总第 156期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8.0′ 138分钟 

7 2019/7/15 总第 157期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7.7′ 153分钟 

8 2019/7/17 总第 158期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上 8.1′ 146分钟 

9 2019/7/19 总第 159期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 8.7′ 130分钟 

10 2019/7/22 总第 160期 
[纪录片]哈利·波特系 

列的 50个精彩瞬间 
9.1′ 93分钟 

11 2019/7/24 总第 161期 
[纪录片]当哈利离别 

霍格沃茨 
9.3′ 48分钟 



 

 

活动海报 

 

 

 

 

- The End - 

 



 

 

 

 

 

 



 

- 彩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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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分享会” 

“HP”活动海报 

 

大学城校区 

2019年 4月 2 日 

 



 

花溪校区 

2019年 5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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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馆藏 

 

 
《哈利·波特电影魔法书》 

馆藏位置：暂时保密 



 

03 

《哈利·波特》改编游戏及玩具 



 

 

 

04 

 



 

05 

相关图书推荐 

 
《哈利·波特百科全书》 

 

《哈利波特终极典藏 2001-2011》 



 

 

《哈利·波特终极典藏》内页欣赏 

 

06 

剧透 

下学期 

电影活动 

锁定关键词： 

① 图书改编 

② 科幻方向 

③ 提前预约 

主办：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策划：图书馆·事业发展部 

承办：图书馆·“电影展播”工作组 

协办：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读书俱乐部 

 

文字：奎札尔·观星 嗜书瘾君子 

视觉：花溪图客 灿烂千阳 

海报：李雪诚 邵宏怡 花溪图客 

拍照：刘国芬 任航飞 张芙蓉 周德郦等 

排版：灿烂千阳 

 

字体推荐：方正悬针篆变简体 汉仪万圣节体简 

图片来源：互联网 

影片来源：人人影视等（互联网公开渠道） 



 

 

 

 

下学期想看影片 

记得在下方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