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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展如何助力文化自信？

开幕论坛聚焦“新时代中国影视

学术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与会

专家首先从宏观角度，各自阐述了对

“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解与建议。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

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认为：“文化

自信不应该是空泛的，它要落实到具

体的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学术创新

上。影视民族化是践行文化自信的

必由之路，并需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

重新谋篇布局。”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表

示：“要健全创作方面的法律法规，让

所有创作在法治条件下得到有更大

宽容度的运行。希望有更多年轻人

在好的土壤中充分发挥才华，担起中

国电影发展的大任，成为文化强国最

有力的参与者、目击者和见证者。”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

认为，构建话语体系应该“用世界语

言完成中国向世界的转变，以世界语

言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让世界看懂

你的表达，接受你的表达”。在影视

美学方面，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提

到，“中国影视一要形塑当代生活与

世界变迁的情境，展现当代中国流动

性生存状况，从不同角度刻画中国人

流动的生活世界景观；二要在流动的

无助中注意回溯文化传统之根。”

对于正在发生的新技术和层出

不穷的新媒介形态，各位专家提出了

不同角度的分析与思考。中国传媒

大学隋岩就网络群体叙事提出了事

件相关体、叙事集合体、文本集合体

等三个概念。认为互联网的多元主

体，使得“群体替代个体经验，遮蔽了

个体创造性的思考”。《当代电影》副

主编张文燕认为新技术让人们享受

到了视觉盛宴，但当技术无所不能，

人的本质可能会淹没到科技当中，电

影的意义也需要重新探讨。四川师

范大学教授谢建华也认为，数字时代

背景下，理论创作虽然提出很多新概

念、发现新问题，但是弱化了提炼信

息和发现问题本质的能力。中国艺

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金燕对此则抱有

乐观态度，认为影视理论应该学习利

用新媒体，以期掌握新时代的话语

权，将学界的观点传达出去。

新技术如何影响

国产影视业发展？

“中国特色影视产业和技术的创

新与发展”论坛不仅汇聚了众多专家

学者，还邀请了影视导演编剧与业界

一线的数字视效专家进行深度的产

业和技术发展探讨。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

克明以实时直播舞剧《天路》为例，探

究“5G+超高清”等新技术给电影产

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电影美

术学会会长霍廷霄提出，大美术时代

将视效和电影美术融为一体，共同创

作视觉美学，而技术革新、美术方式、

创作理念均随之发生转变。中国电

影美术学会 CG 专业委会主任穆之

飞、MORE VFX 创始人徐建导演、北

京锐艺多吉公司董事长谢昆、诺华视

创CEO米春林、中影视效导演郭建全

等一线专业人士，分别从视觉开发、

虚拟制作、CG动画、产业协作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电影工业的各

个环节中的鲜活经验，为影视评论周

注入了别样的活力。

导演路阳、编导曹盾、万达影视

总裁尹香今、大地文化传播集团CEO
尚峰、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导演曹

永、演员张晓龙等嘉宾参与了对话讨

论环节，并纷纷表示这样的学术研讨

对一线的创作也很有指导意义。

中国影视民族化的探索

还在继续？

“新语境下中国影视民族化探

索”论坛的主要议题是新语境下中国

影视如何延续民族化优势并不断创

新、如何以影视民族化加强自身的文

化自信等。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

波首先从史学的角度重新阐述了“民

族化”这个概念的由来及发展历程。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进一步提

出“民族化与国际地缘格局是什么关

系？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

还要不要提民族化？”等涉及到对民

族化认知的思考题。

编剧韩万峰从少数民族电影创

作经验出发，认为要找出全球化背景

下少数民族创作的思路与策略，“我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依靠民俗顾

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路春艳把目

光聚焦于日常生活景观，认为“作为

文化样态，日常生活则可以折射出一

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浙江大学范志

忠则关注西部电影，他认为“西部电

影呈现出一种丰富复杂的视觉图谱，

以其独特的民族意识，构成了中国电

影的自我身份建构与认同”。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卢蓉认为，构

建影视民族性与集体记忆，需要追踪

新的传播技术如何产生文化建构的

效果、如何引导道德伦理、如何建构

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想等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史博公认为，电影

理论的本土化的实践核心就是中国

电影社会学的建构。“中国电影社会

学是一种具有跨学科特质的新学说，

旨在揭示中国社会与中国电影的互

动关系，进而引导电影创作以客观为

准，深刻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本真状

况。”

IP时代青年编剧的挑战与机遇

“青年编剧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论坛邀请了各个高校历年入选国家

电影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

划”的年轻编剧、相关从业者以及专

家学者，结合中国影视编剧行业的现

状与自身实践，围绕融媒体时代下青

年编剧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泛 IP时代

青年编剧如何破局等议题进行多维

透视与探究。

十几位青年编剧就泛 IP 盛行给

影视创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

多角度的探讨。中央戏剧学院郭梦

叶认为：“泛 IP时代的到来、偶像产业

进军影行行业、数据取代质量成为评

判作品的标准等趋势，造成了编剧原

创力的内耗。”与会学生也就当代青

年编剧的生存困境发表了自己的真

实感受，比如随着资本的进入，编剧

地位不断降低、工作可替代性强，收

入不稳定、缺少话语权，原创剧本难

以寻找出头机会、职业前景扑朔迷离

等等。如何在泛 IP环境下看清现状

并突破困局，成为青年编剧们需要共

同思考的问题。

寻求城市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城市变迁与文化记忆”论坛，邀

请了著名导演郑大圣、建筑设计师刘

淼等各界人士以及杨远婴、武亚军等

学界专家欢聚一堂，聚焦北京元素的

城市电影，分别从理论与实践、城市

与影像等多个方面，探究物理空间、

地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关系。

诗人欧阳江河认为影像记录具

有考古意义，但“影像意义上的历史

不是纯粹客观的记录，而是在客观记

录的过程当中又有心灵的东西，灵魂

的东西，气息的东西。”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苏丹教授说：“城市空间叙

事和电影主题叙事相结合，形成了一

种复合型的叙事方式，极具感染力，

增加了电影叙事逻辑的弹性和陈述

的厚度。同时这种影像的形态借助

了历史和场所的精神，形成一个空间

美学、文学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审美状

态。”

诗人沈苇阐释了北京电影的艺

术特点：第一、凝视的变化。第二、底

层意识。第三、细节魅力。他认为

“城市的人本至上意味着人的身体和

人的文化再度苏醒”。导演阿年认

为：“华语电影的传统就是城市电影

的传统。”学界的杨远婴、武亚军、秦

喜清、刘乃康以及主持人中国艺术研

究院影视研究所孙萌副研究员等，也

分别从历史、叙事美学等角度贡献了

自己的精彩见解。

探索“寻乌模式”

毛羽表示，虽然进行了交接、签

约仪式，但并不代表中影集团的任

务已经完成。接下来，中影集团将

按照中宣部的指示精神，充分利用

集团公司红色影片的版权资源，因

地制宜配合好寻乌县委县政府开展

的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探索商业

发行放映和红色主题教育相结合的

运营模式。并希望在全国更大的范

围进行试点，寻找出一条适合国情

的城镇影院发展之路，不断满足全

面进入小康社会后，广大城镇观众

看好电影的新需求。

在毛羽看来，中影寻乌红色教育

影院的运营最大的意义在于找到一

种“寻乌模式”。“县城里由于人口相

对较少，因此像一线城市那样，仅仅

凭借商业运营一种模式经营现代化

影院仍有很多困难。‘寻乌模式’便是

把探索商业发行放映和红色主题教

育相结合，既配合了当下爱国主义教

育、电影党课等活动的需要，也为县

级影院的运营拓宽了道路。”他希望

“寻乌模式”未来能够推广到全国更

多的乡镇地区。

李建军表示，中影寻乌红色教育

影院作为一家旗舰店，从最早的土

建，到之后的设计装修，再到开业后

的运营，都遵循着红色主题教育和探

索商业发行放映相结合的运营模

式。“中影寻乌红色教育影院选址在

寻乌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用户服

务中心正门左侧，共有三个厅 241个

座位，其中大厅 132 个座、中厅 68 个

座、小厅41个座，建筑总面积约2681
平方米。根据影厅大小的不同，公司

选用三套不同型号的激光2K数字电

影放映机和 3D 设备，三台 0.8K 电影

播放器；三套功放5.1还音系统；配备

了11米、8米、7米三套金属银幕和一

套数字影院管理系统及售票系统。”

李建军告诉记者，影院选址上，

不仅考虑到周边的人流量，还特意选

在寻乌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用户

服务中心一旁，方便当地各单位和各

基层党组织在影院进行党建活动。

在影院设计上，影院的 1 号、2 号影

厅，均采取红五角星的设计理念，以

突出影厅红色教育的功能和特色。

此外，影院公共区域更是设计有“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字体，让进

入该影院的观众更加具有沉浸感和

仪式感。

记者还注意到，为了方便该影城

承办活动，影厅内特意设计了主席

台，以及比一般影厅更加明亮的照明

设备，座椅也设计了可伸缩的桌板。

李建军表示，在各个细节上，都是围

绕影院今后的运营模式设计的，希望

能够利用这家旗舰店，探索出“寻乌

模式”并推向全国。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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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城镇影院新模式

中影寻乌红色教育影院正式启用

（上接第1版）

11月9日-13日，2020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

在京举行。论坛共设 5个论坛，主题分别为“新时代中国影

视学术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影视产业和技

术的创新与发展”、“新语境下中国影视民族化探索”、“青

年编剧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城市变迁与文化记忆”等。

200名与会专家学者及影视从业人员分别从政策、产业、技

术、民族化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全方位地为中国电影发展

出谋划策。

本报讯 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

馆保加利亚电影展日前启幕，《辩

护》、《四 分 之 三》、《比 利 时 国

王》、《我的奇宠小猪》、《养猪场的

奇迹》、《荣耀蚀刻》等 6 部保加利

亚影片集中呈现。这些作品延续

了保加利亚电影社会主义时期的

浪漫主义手法，以及 20 世纪 50 年

代末期兴起的对思想、人格和个

体心理的观照，同时不乏 90 年代

保加利亚新浪潮中掀起的历史反

思性主题，从中不难看出，保加利

亚电影对当代主流电影工业的有

意疏离和温和逆反。如今的保加

利亚电影，经常能出现在一些世

界级的电影节展之中，其根植于

现实主义的独特气质也深受各地

影迷喜爱。

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馆保加

利亚电影展是由中国电影博物馆

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

公司、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承

办，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联承星影业、影和广告协

办。为期 6 天的展映过程中将集

中展映 6 部具有独特艺术表现手

法的保加利亚影片，8 元每张的实

惠票价让北京观众轻松与保加利

亚电影面对面。值得一提的是，

波兰电影展等相关主题展映也在

筹备中，预计近期与观众见面。

（木夕）

本报讯 近日，由西影集团数码

传媒基地、二十一圈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西影视频联合打造的网络电

影《解忧理发店》荣获 2020年第二季

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优秀

作品。同时该片也是全国第二季度

唯一获此殊荣的网络电影。

影片由新锐导演张奕辄执导，青

年演员裘逑、王雨晗领衔主演，以“治

愈”为主旨，讲述了男主角阿权在为

顾客理发的同时，聆听这些平凡大众

的百味人生，帮助他们、也帮助自己

找到梦想、找回梦想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梦想家，该片

围绕解忧理发店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传递不忘初心的人生意义，通过自然

流畅对人物类型的刻画，传递出坚信

梦想的人值得尊敬、坚持梦想的信念

值得敬佩积极意义。通过小人物、小

故事，彰显温润内心的大情怀，真正

将影视作品的文化意义、提升精神文

化诉求的意义普惠大众，引导积极面

对，懂得珍惜。

（静默）

保加利亚影展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启幕

网络电影《解忧理发店》获优秀网络视听作品

中影寻乌红色教育影院签约

中影寻乌红色教育影院揭牌

本报讯 近日，由曹金玲执导，演

员齐溪、王传君领衔主演的电影《莫

尔道嘎》发布全新海报，并宣布电影

入围第 42届开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

据悉，电影《莫尔道嘎》讲述了上

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伐木工人与最后

一片原始森林的故事。同时，因影片

也将一部分视角投向了“住在大山林

中的人们”——使鹿鄂温克，为了真实

呈 现少数民族的面貌与习俗，影片邀

请了斯力更、孟和乌力吉、苏力德、全

珠拉等少数民族演员的加盟。

在经历了漫长的当地生活和全

身心投入的表演后，齐溪坦言：她对

《莫尔道嘎》倾注的心血和热爱，也更

加引发了观众对的期待。“如果不拍，

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这样一次机

会了 。”这让人充分感受到，她对《莫

尔道嘎》倾注的心血和热爱，也更加

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 （影子）

本报讯 日前，即将于 11 月 20
日全国上映，由万玛才旦编剧、导

演，索朗旺姆、金巴、杨秀 措领衔主

演的电影《气球》发布终极预告。

是为了更好的家庭生活选择节育，

还是为了让死去的爷爷轮回转世

成功而选择生育第 4 个孩子？母亲

卓嘎进退两难；本来恩爱的夫妻和

睦的家庭，因一只避孕套遭遇了尴

尬的两难挑战。

在电影《气球》中，一个普通家

庭面临的真实困境，被升华为关于

信 仰 与 现 实 如 何 抉 择 的 哲 学 思

辨。通俗易懂略带黑色幽默的故

事背后，是值得仔细咂摸的人性深

度，万玛才旦导演的才华在《气球》

中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影子）

万玛才旦《气球》发布终极预告

《莫尔道嘎》入围开罗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