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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浩然》定档9月26日

专家赞“拓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表现形态”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

网上精神家园

饶曙光的发言围绕明星与注

意力经济、粉丝文化与饭圈文化、

控评和网络暴力、专业电影批评

的坚持和新机遇四个方面展开。

在饶曙光看来，粉丝群体的不断

扩大，粉丝文化的深度发展，深刻

影响着当代媒介文化的变革，影

响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尤其是影视

消费。他说：“粉丝群体的壮大促

使影视文化工业生产呈现出了与

过去任何时代都完全不一样的格

局和‘玩法’。近几年影视生产出

现的 IP 现象，影视文化工业生产

对利益的追求，进一步推动了文

化工业的扩张，出现了以粉丝为

票房吸引源的‘粉丝电影’、‘弹幕

电影’等新粉丝经济现象。”

关于粉丝控评和网络暴力，

饶曙光表示，控评指的是很多粉

丝为了让自己喜爱的明星能够被

看到，纷纷在明星参与的影视剧、

综艺节目以及代言广告的相关社

交资讯下面发布统一的文案来控

制评论。随着这种行为逐渐组织

化，网络平台形成了相关算法，很

多的媒体和大数据公司也开始迷

恋这种算法，但在文艺作品的创

作和消费当中，这种算法效果有

限，广大网友已经很难从这种风

格统一的控制中看到粉丝对于明

星的真正热爱，控评的结果很有

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

饶曙光坦言：“控评的主观目

的是获得更多的关注，为其追捧

的明星拉票。但在其过程中，也

赶走了很多观众，让明星在获得

粉丝们喜爱的同时，有可能丢掉

了‘路人盘’和‘基本盘’，某种意

义上也是舍本逐末。”

饶曙光还认为中央网信办启

动的乱象整治专项活动非常及

时，“希望粉丝们能够多去思考追

星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自己的前

途和生活，从那样一种梦想和迷

恋当中解脱出来，共同营造文明

健康的网上精神家园。”

他同时也建议电影评论工作

者们要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参

与对不良范畴文化的整治，同时

还应该做好准备，更深入地理解

电影的本性和本体，提升专业化

电影批评的能力，然后在推进电

影强国的建设中，提供更多的理

论智慧和理论支持，在实现个人

学术目标的同时，也为中国电影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影视评论工作者应担负起

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

赵卫防在发言中提出了影视

评论工作者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

向、建立批评精神、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宗旨、担负社会责任以及

建立良好、健全、理性的评论环境

等五项建议。

他表示，文艺评论工作者应

该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中

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继承创新

中国古代文化批评理论的优秀遗

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

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中国文艺

古典文明中文以载道的根本宗旨

一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个结

合起来，作为文艺评论、影视评论

工作者应当坚守的原则。”

赵卫防坦言，互联网融媒体

时代使得影视理论研究变得非常

复杂，电影评论的生产也很复杂，

乱象丛生，建议要注意资本对影

视评论的干扰和侵蚀：“资本既然

能够侵蚀到创作界，也会对学术

界、评论界进行侵蚀，我觉得同样

需要引起重视。”

他还认为相关研究学者应该

将自己的研究和评论与社会和时

代主题以及国家和单位部门的中

心工作结合起来，“不应该过分讨

论自己，为自己设定了小课题，小

圈子，也不能考虑个人的小成就，

在方法论层面上要将作品放在历

史的平台和时代的平台上，做出

恰如其分的评价。”

同时，他建议影视评论工作

者担负起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

“影视评论工作者应该为乱象的

整治建言献策，助力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影视评价体系，为产

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要认真研究国内外政策和产业状

况，以及国外影视产业的相关管

理经验，提出合理的、适合中国影

视产业发展的明星约束机制和相

关产业制度，建立起由产业评价

体系、明星约束机制、学术研讨

会、票房收视分析报告等融为一

体的影视评价体系。”

分析粉丝文化成因，

建言“饭圈”乱象整治

在随后的对话环节中，秦喜

清、孙承健、类成云、孙佳山、王乙

涵等围绕“饭圈”文化的成因与表

征、“饭圈”乱象的整治与规范，从

学理层面、多维视角进行对话与

探讨。

秦喜清从 30 年代的阮玲玉、

胡蝶、胡萍讲到现在的娱乐圈，深

入分析了粉丝文化和“饭圈”乱象

的现状以及今后要注意的一些引

导问题。她认为，明星和粉丝关

系是一个共生的、必然的关系，应

该进行合理管理，否则会导致乱

象出现。

孙承健表示被资本欲望侵蚀

变味的所谓“饭圈”文化，严重扭

曲了一些明星与粉丝的道德关系

价值观，甚至对整个社会生态造

成了不良影响。他认为这一次整

顿饭圈现象，根本上是要以一种

积极的态度重组电影文化生态，

甚至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

类成云认为“饭圈”经济是一

个在资本的操作和运营下，以明

星 为 消 费 品 的 一 种 消 费 行 为 ，

但实际上并没有它表现出来的

那 么 简 单 ，因 为 它 涉 及 到 文 化

产业的发展，明星制的运行、资

本消费、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心

理学、价值观等等，一些甚至还牵

扯到教育问题，需要加以重视、重

点治理。

孙佳山建议冷静看待粉丝群

体和“饭圈”文化：“‘饭圈’里面出

现的大量现象，其实是属于典型

的双向情感障碍，或者换一种表

述是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亲密

关系出问题了，必然的基本诉求

得不到满足，尤其在心智发育不

成功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外部来

实现，这就是‘饭圈’文化基本的

动力机制，所以不要误判。”

王乙涵提出了三点建议，首

先是规范平台和市场，重新重建

评价体系；第二是要提倡民心自

律，塑造正能量的偶像；第三就是

要回归到创作本身，创作出优质

的内容，引导粉丝群体理性决心，

要把对明星流量数据的关注转移

到作品上面，优质的作品来推动

影视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本报讯 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

部、辽宁省教育厅等联合摄制的电影

《守望青春》日前在大连海事大学举

行首映活动。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省广电局、大连市委宣传部、大

连海事大学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及影

片主创团队出席首映活动。辽宁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孙成

杰致辞。

电影《守望青春》是国家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以全国道

德模范、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等

荣誉称号获得者大连海事大学教授

曲建武为原型，聚焦高校辅导员这一

平凡而伟大的群体，讲述他们为学生

成长成才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给予的

关爱引领，是一部歌颂教师、致敬思

政工作者的优秀作品。影片由青年

导演王野执导，演员林永健主演，巩

汉林友情出演。

影片以主人公“刘威”老师回访

的方式，在镜头的穿插交错中呈现

出一幕幕的感人故事。自卑与自

信，虚度与奋起，情感与抉择，淡漠

与亲情……在辅导员刘威老师的帮

助和指引下，一群年轻人终于成功跨

越青春成长的种种“关口”。影片成

功塑造了一位既坚守国家民族大义，

又洞悉学生心理，甘愿为年轻一代健

康成长呕心沥血的智者、仁者、勇者

的当代优秀老师的形象，他是引领

者，也是陪伴者、唤醒者，他有现实的

人物原型，也是我们心中的希望，伟

大而平凡，严肃而温暖。影片故事生

动，情感真挚，既有笑点又有泪点，引

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很多观众

在观影过程中几度潸然泪下。

活动结束后，曲建武与林永健，

戏外戏里的两位“辅导员”进行了对

谈，并接受了媒体专访。据悉，影片

将于近期在全国公映。

（木夕）

本报讯 9 月 8 日，纪录电影《大

学》在京举行研讨会。影片监制雷建

军、制片人梁君健、导演孙虹、王静和

柯永权等与张宏、尹鸿、赵捷、李舫、

康伟、宋智勤、覃川、何苏六、乔锦忠、

谭政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不少专家被影片所传达的知识

分子的品格和情怀所打动，认为《大

学》记录并捍卫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之光，是一部能够净化心灵的

纪录片。

纪录电影《大学》呈现了四个清

华大学的师生在2018至2020年间所

经历的重要人生转折。刚刚度过 18
岁生日的 00 后考生严韫洲，历经高

考、一波三折地考入清华大学；清华

水利系的博士毕业生宋云天挥别象

牙塔，经历一番艰难抉择后更坚定了

自己“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旅美十

年的“哈勃学者”蔡峥入职清华天文

系，带回一个“仰望星空”的大胆尝

试；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钱易院士在

83岁时迎来了她的荣休仪式，但她依

然躬耕于三尺讲台，步履不停。

导演孙虹介绍，《大学》从 2018
年开始启动，总共 110 分成片，超过

1000个小时的素材，片名中的“大学”

二字，指的不是一所大学，而是每个

人求学的时光，每个人追求自己理想

的过程。孙虹说，希望通过影片“把

青年人的理想和信念不断传递下

去。”

影片中关于理想、选择、坚持、责

任的探讨，得到了在场专家的高度

好评。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

宏称，自己在片中四个人物的状态

中，看到了四种精神——第一是奋斗

精神，第二是人文精神，第三是科学

精神，第四是奉献精神。他同时感动

于影片对清华师生家国情怀的展现，

“清华人从来家就是国，国就是家，这

是清华身上所具备的非常明显的特

点。”

中央新影集团副总裁赵捷感动

于片中人物根植于土地的志向，“《大

学》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人物

植根于土地，但同时他们都有理想。

像电影中，哈勃学社蔡峥回来以后，

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就突然想起来钱

学森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去美国留学

时发表的一篇文章，意思是说天空是

那样的神秘，我们没有，我们要改变

它，要征服它，把中国航天事业推到

那样的高度。《大学》给人留下的就是

这种志向，就是家国情怀，为祖国奋

斗的精神。”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李舫

赞赏影片的创作团队，称赞他们拍摄

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平凡的、朴素

的、紧粘着大地行走的。有着纪录片

朴素的本心。”她希望有更多年轻人，

能够走进影院观看《大学》，传承理想

信念。

作为《大学》的监制，清华大学教

授尹鸿谦虚地称自己对这部电影的

参与就是“敲边鼓的”，他认为从创作

上讲，《大学》完成了最初的想法，“就

是以清华作为一个缩影，作为中国当

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尹鸿透露，影片

创作时，主创们一直在沟通，我们写

清华，但是一定要走出清华。影片取

名《大学》而非《清华大学》，正是因为

“清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我们

把清华人当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缩

影，从青年知识分子到老一代知识分

子，从缩影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体现

的精神。”

（杜思梦）

本报讯 9 月 12 日，主旋律新片

《我是周浩然》点映式在北京金鸡百

花影城隆重举行。影片以抗战英

雄、著名革命烈士周浩然为原型，艺

术化地再现了周浩然烈士探求革命

真理、弃文从武走上抗战第一线的

英雄事迹和心路历程；影片以新颖

的双时空叙事，表达了当代青少年

传承英雄精神的态度。

国家行政学院欣正红影文化传

媒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

影工作委员会会长阎宇，北京市第

二十四中学党总支书记白可，导演

李连军及多位主演逐一亮相并发表

感言，分享创作感想、追忆革命烈

士。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工委副书记

聂圣立也参加了点映式。北京市第

二十四中（原大同中学）系革命烈士

周浩然母校，该校党总支书记白可、

党总支副书记郑飞翔以及“周浩然

英雄中队”的辅导员、教师代表、队

员、家长代表以及在京部分媒体参

加活动。

《我是周浩然》由中共青岛市委

宣传部指导，青岛市即墨区委宣传

部大力支持，青岛红影时代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导演李连

军、美术指导高洪祥、制片人冯建

发、主演王海祥、魏子涵等青年演员

到场与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影片紧密呼应建党百年的重要

时间节点，具有积极的主题导向和

艺术探索意识，体现出主旋律电影

制作理念的创新优化，内容形式具

有高度创新性。作品将革命历史

片、社会问题片、青春成长片、功夫

片等多种类型元素融合，拓宽了革

命历史题材主流电影的表现形态，

为同类题材电影提供了有价值的新

范式。

在点映现场，不少观众看完影

片后表示，电影十分有吸引力。作

为建党百年献礼影片，既有红色基

因又有人性光芒，既有思想高度又

有艺术水准，既好看又耐看，这是一

部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革

命历史题材影片。

映后，片方组织了专家研讨会，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

卫、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

委员会会长阎宇、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副院长李道新、北京电影学院研

究生院院长王海洲、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等专家畅谈了

观后感。专家认为，《我是周浩然》

在革命历史题材内容上注重地方特

色，拓展了艺术创作的视野；在电影

艺术表达形态上，采取了双时空的

交替叙事，有电影语言的创新。本

片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有重大

价值，它用真实生动的革命历史故

事，为我们阐述了“为学”的初心。

据了解，影片拟定于 2021 年 9
月 26日全国上映。

（影子）

《守望青春》致敬高校辅导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影视大讲堂聚焦“饭圈”整治

整治规范“饭圈”乱象
树立新时代文艺新风

纪录电影《大学》在京研讨

记录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光

本报讯 甘肃省电影局近日发布

关于延长 2021年优秀电影剧本征集

周期的公告。2021年5月31日，甘肃

省电影局发布《甘肃省电影局 2021
年度优秀电影剧本征集启事》，获得

了全国电影剧作者的广泛关注和大

力支持，为增加知晓率，给电影剧作

者更充足的创作周期，经研究决定，

现将剧本征集截止日期延长至 2022
年4月30日，请广大电影剧作者踊跃

投稿，继续关注关心甘肃电影事业的

繁荣发展。 （影子）

2021年浙江青年电影周将于11月举行

本报讯 2021年浙江青年电影周

定于2021年11月24日-28日在杭州

举行。

本次电影周活动以“让青年人成

就电影梦想”为主题，旨在激励更多

青年电影人在浙江启梦、追梦、圆梦，

推动更多新时代电影精品力作在浙

江持续涌现。 （影子）

甘肃省电影局发布
关于延长2021年优秀电影剧本征集周期的公告

9月13日，第3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影视大讲堂在京举行。本期影视大讲堂围绕“整治规

范‘饭圈’乱象，树立新时代文艺新风”这一主题展开。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

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秦喜清、

孙承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编审类成云，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乙涵等围绕“饭圈”文化的成因与表征、“饭圈”乱象

的整治与规范，从学理层面、多维视角进行对话与探讨。本期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

副研究员孙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