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12 中国电影报 2020.03.04
责编责编::郑中砥郑中砥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本报讯 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在当地时

间2月20日开幕，孙立军执导的《秋实》入围新

生代单元的水墨动画电影短片。

《秋实》在制作上汲取了齐白石水墨技法

神韵和8K技术，把“兼工带写”发挥到极致，尤

其是“工笔虫草”活灵活现，凸显出粗放见细微

的艺术神韵，意境虚实结合，情节构思巧妙。

视觉元素虽然都是“师法自然”，但创造性的赋

予灵魂，加上全球首部8K技术的创新，能够吸

引评委也在情理之中。

该片讲述的是一只蝈蝈为秋后的蛰伏储

藏足够的食物，在天敌的威胁、同伴的捉弄下，

它颗粒无收，在绝境下，阴差阳错地收获了美

味的食物。在表达上，影片使用情绪与节奏，

在没有对白的情况下，通过虫与虫之间的较

量，刻画出小虫的“生存法则”。《秋实》表现出

寓教于乐的内容与真善美的主题，“文以载道”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张；“寓教于乐”也是

“中国动画学派”的时代命题。

《秋实》的导演孙立军认为：“水墨动画，是

中国动画电影史的一大招牌，是中国电影的骄

傲。”因此，他提出要再度复兴中国动画学派的

口号。其实，水墨动画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并

影响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如《三个和尚》、《鹬

蚌相争》曾获第 32届、3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

佳短片银熊奖。《小蝌蚪找妈妈》、《牧笛》也是

中国动画学派力作。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水墨动画出现低

谷，同时迪士尼、宫崎骏等诸多海外动画品牌

不断发展起来，这给中国传统水墨动画的突围

带来更大挑战。

文艺工作者如何创作出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如何让中国水墨动

画再度走向世界？《秋实》给出了答案。影片从

诗词、歌赋、戏曲、舞蹈、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

提炼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和艺术主旨。主

创团队把齐白石画技与 8K 技术运用到创作

中，希望以这部作品传承中国动画学派，带动

中国原创动画电影的创作。

（刘琤琤）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联合发行的谍战动

作大片《007：无暇赴死》发布“导演解读”特

辑，导演兼编剧凯瑞·福永坦言将通过影片

带领观众“重新认识邦德”，在他极具开拓性

的塑造下，这部丹尼尔·克雷格的“007 系列”

收官之作不仅经典风格齐备，还亮出全新

“爆点”，邦德史上最凶险的任务即将开启。

首次担任该系列导演及编剧的凯瑞·福

永，将自己对“007”的理解融入影片，加之此

次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出演邦德，这

让影片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福永所说，退

休 5 年后归来的邦德陷入了身份挣扎，世界

已和过去大不相同，敌我难辨、危机四伏，最

强反派的现身与愈发复杂的任务，都将影片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我们的目标就

是想拍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内容”，福永明确

的创作理念让这次“终极行动”充满了超越

前作的新鲜元素，在秉承系列精粹的同时实

现了突破与创新。

与此同时，被福永评价为“比邦德之前

遭遇过的反派都要危险”的狠角色萨芬，也

为影片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这位新晋加

盟的超级反派由奥斯卡“影帝”拉米·马雷克

饰演，他聪明狡猾冷酷暴戾，让故事的发展

险象环生。而在福永的导筒之下，前所未见

的炸裂场面轮番上演，规模之宏大、动作难

度之高堪称系列绝无仅有。从影片开始直

至结尾，接踵而至的危机就像一场赛跑，让

邦德“无暇赴死”般不敢停歇，令人期待。

凯瑞·福永此前曾凭借《真探》捧得艾美

奖最佳导演，在《007：无暇赴死》中，福永除

了打造全新的剧情与角色外，还将用镜头

一一揭开前作遗留下来的所有谜团。制片

人芭芭拉·布洛柯里表示：“他为影片带来

了全新的创作思路，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大

场面的把控，《007：无暇赴死》都足以是史诗

级别。”

（杜思梦）

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有这

样一支来自四川宜宾的公益电影队伍。在

疫情发生后，他们立即成立了公益电影抗

疫指挥组，由放映员、站长和公司人员组成

170 余人的志愿服务队，停下电影放映，投

身疫情防控一线。他们发挥植根基层、熟

悉群众、流动性强、覆盖面广的特点，从电

影幕后走上“战疫”前线，普及防疫知识、协

助排查。他们不仅是宣传员，还开展义诊、

体温监测、捐赠口罩，发动群众给湖北武汉

捐菜，成为农村疫情防控的一支骨干力

量。他们就是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中国竹都红色文艺轻骑兵

公益电影宣传队”。

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和国务院部署，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作为国家民生工程从 2007年

启动。宜宾市由市政府出资并吸纳来自各

区县电影行业 28位自然人股东参与的市属

国有控股企业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正式注册成

立。公司设立区县管理站 10 个，组建电影

放映队伍 170 余人，拥有数字放映设备 160
余套，建有地面卫星接收站，具备全省联网

的电影放映监管平台。宜宾映三江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负责承担宜宾市 2821
个行政村和各区县城区特殊群体公益电影

放映任务，每年完成放映 3.5 万余场。全市

共公益电影队伍中，党员 40 余人，乡镇、村

（社）干部 20余人，女放映员 16人。

一直以来，宜宾以“植根三江大地、服

务广袤农村”为宗旨，自觉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至今已走过了十二年。先后经历了用

“科技监管”把每一场电影实实在在送到百

姓身边；用“人脸识别”筑牢放映监管底线；

用“精准监管”提高群众观影率和满意度；

用“红黄牌惩戒”提高放映质量评价标准；

用“双争活动”激励队伍提质增效；用“三江

映画”等工程服务城乡群众走品质发展之

路；用“志愿者精神”引导队伍服务社会等

不同阶段。

高举轻骑兵旗帜 突出宣传队作用

宜宾农村公益电影承载赋能肩负新使命
■文/曾健

结合宜宾公益电影近来年的发展历程，

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领导重视是前提。从相关文件中

足以体现各级领导对公益电影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宜宾市委、市委宣传部对电影工作有

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全国率先探索加强对

电影工作的引领。通过实施项目工程扶持

公益电影、树立宜宾电影品牌，把电影产业

作为打造宜宾形象的一张名片来抓。市纪

委监委把“清风满三江”廉洁文化电影进基

层活动作为重点项目来打造，四川省纪委监

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着手调研以期全省

推广。

第二，顶层设计是关键。电影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强化，已经处在引领社

会风气、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范围的公益电影，要

有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具体部署、阶段目

标和督查落实。

第三，政治站位是核心。各地农村电影

院线是落实公益电影放映的主体，任何时候

都要把政治站位作为核心关键，电影放映主

题和映前宣传不能有任何的偏差，无时无刻

都必须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来开

展放映活动。

第四，主动有为是根本。当年制定的

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思路就是按照“企业经

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农民受惠”的基

本原则，农村公益电影队伍的流动性、不

确定性、变化性、没有保障性等情况仍然

存在。想要凝聚这批队伍，就需要有明确

的目标。主动汇报、主动参与、主动创新、

主动有为，积极参与并融入到地方工作

中，通过队伍的表现，赢得各级领导和社

会各界认同。

第五，品牌打造是出路。这些年，宜宾

映三江院线一直走在品牌打造的道路上，“宜

宾公益电影宣传队”、“习近平思想宣传队”、

“中国竹都红色文艺轻骑兵”、“公益电影志愿

者服务队”等名称品牌相继树立。目前还计

划打造“宜宾廉洁文化电影宣传队”、“宜宾党

建工作电影宣传队”、“宜宾应急响应电影宣

传队”等多张名片。

通过更多形式承载更多内容，不断赋予

公益电影队伍更大的能力和作为，每场电影

放映现场都飘扬着的“中国竹都红色文艺轻

骑兵”旗帜，展示了宣传队形象，也担起新的

使命。通过给公益电影承载赋能，把宜宾公

益电影事业不断引向深入，以立足电影形式

提供的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群众的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让各级党组织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

（作者系四川省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总经理）

◎积累沉淀，踏上新征程

第一，组织赋予职能。宜宾市委市政府

和市委宣传部分别以文件、命名、授旗等各

种方式赋予宜宾公益电影新的职责和使

命。2017 年 11 月，宜宾市委在关于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件中明确提出：

映三江公司组建十九大精神公益电影宣传

队，结合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开展主题电影

展映活动，制作短片在每场公益电影放映

前播放，推动十九大精神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这是宜宾首次把公益电

影宣传职能写进市委文件中，是在中央机

改前的一种探索，在全国农村公益电影行

业属率先之举。

2018年4月，宜宾映三江院线被授予“宜

宾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公益电影宣传队”称号。“三江映画广场

电影放映”列入到宜宾市创建“高清四川 智

慧广电”示范市20个重点项目工程。

宜宾市“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

加快市、县区电影广场建设，开展周末爱国

主义电影、城市特殊群体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发挥乡镇固定放映点作用，开展“赶场

天电影”放映活动。市内每年为农民工放

映不少于 150 场次，为部队、养老院等特殊

机构放映不少于 150场次；县区内每年为农

民工放映不少于 50场次，为部队、养老院等

特殊机构每年放映不少于 50场次。

宜宾市在打造新时代“中国竹都红色文

艺轻骑兵”工作中要求：统一使用标识、壮

大工作队伍，发挥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伍

遍布宜宾大地的优势，坚持保质保量每村

每月一场电影放映。

第二，项目赋予潜能。宜宾市委、市政

府、市委宣传部、市纪委监委、市文广旅游

局、市妇联、宜宾广播电视台等各级各部门

对公益电影给予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公益

电影宣传平台作用，给予项目资金扶持。

特别是宜宾市委宣传部特批专项资金扶持

电影出品发行，宜宾映三江院线出品电影

《最后一公里》，并承办首映式暨宜宾市首

届大学生电影周系列活动，以项目推动激

发公益电影的无限潜能。

第三，宣传赋予功能。公益电影放映在

履行宣传职能的同时，也得到各级媒体平台

的关注和宣传报道，凸显电影作为喉舌的功

能作用。近两年，宜宾围绕公益电影开展的

工作，在人民日报、半月谈、人民网、中央广

电总台、农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均有报道；

电影《最后一公里》登录“学习强国”平台；精

神文明报、中国电影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等行业媒体平台时有发声；

在省级、市级媒体经常有动态报道。

2018 年，市级以上官方媒体发布转载

达 567处，外宣数量质量均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2019 年又进一步拓宽媒体报道范

围。2020 年初，宜宾公益电影志愿服务队

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参与疫情防控，率先在

媒体发声，其事迹在省市和电影行业各级

媒体平台报道 57 篇（件），引起社会强烈反

响。带动全国各地公益电影队伍积极参与

地方抗疫工作。

第四，荣誉赋予动能。宜宾映三江院线

先后获“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

建设先进集体”、“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历届评选中全国电影行业唯一一

个）、市级文化强市重点培育企业、多个年度

市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这支公益电影队伍中还涌现出宜宾市

时代新人、宜宾市优秀志愿者、市人大代

表、县级劳动模范、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

员、巾帼放映队等。在兴文县“12.16”和长

宁县“6.17”两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竹都红

色文艺轻骑兵抗震救灾公益电影宣传队”

发挥先锋队作用，第一时间为受灾安置点

群众送去防震减灾宣传片和励志影片，帮助

灾区群众稳定情绪，树立灾后重建信心。得

到国家电影局领导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宜宾

公益电影抗震救灾动态信息在中央宣传部

办公区 LED 屏滚动播放。中央宣传部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对宜宾的评

价是：通过宜宾的工作，让人看到我们公益

电影队伍在有尊严的从事放映工作。

第五，产业赋予全能。由映三江院线出

品的反映本地脱贫攻坚题材的电影《最后

一公里》，是宜宾拍摄的第一部全国上映影

片，先后参加第 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 23
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并获第 26 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优秀影片。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决胜小康 奋

斗有我”、“文化进万家”等多个主题放映活

动推荐该影片。该片分别获第十五届全国

党员教育优秀作品、四川省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九届四川

省巴蜀文艺奖、第 13 届阳翰笙文艺奖特别

奖表彰。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郭建华在

中央广电总台电影频道“2019 两会面对面”

栏目为电影《最后一公里》代言，同年4月，她

还组织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100名基层第一

书记集中观看此片。更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11月 4日“露天电影院——第四届中柬优

秀电影巡映”活动启动仪式上，柬埔寨副首

相梅森安出席并致辞，现场 800余人观看了

柬埔寨语配音的影片《最后一公里》。据悉，

该片将在东南亚五国巡映，在两国国家电视

台播出，标志着宜宾电影走出国门。

宜宾公益电影从电影最末端的放映环

节，走上从电影拍摄、出品、发行到放映一

条龙的全能路子。以“珙县上罗镇‘初心’

电影院”为代表的乡镇影院建设正在施工

中，乡镇影院建设工程将进一步拓展宜宾

公益电影事业的产业路子。

◎引领创新，赋予公益电影“五项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和适用性。

随着 2018 年 3 月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的

实施，电影划归宣传部管理，电影的宣传作

用凸显，公益电影在履行文化惠民工程的基

础上，强化了宣传喉舌作用，在新时代、新形

势下，给予农村公益电影更高定位，赋予新

的使命，农村公益电影事业翻开了崭新篇

章。

宜宾公益电影发展的经验是：承载、赋

能。一方面，扩展公益电影覆盖面、承载新

任务；另一方面，增加公益电影内容承载新

使命。

因地制宜打造农村固定点放映。在翠

屏区、临港经济开发区陆续建设镇级和村级

农村固定放映点19个，根据当地农民赶场特

点和观影需求，打造“赶场天电影”模式，采

取有奖观影方式，培养群众的观影兴趣。

为城市特殊群体增设放映规划。为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

从 2016 年起，宜宾公益电影从农村走向城

市。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棚户区安置居

民、农民工、特殊学校学生等看不到电影或

极少看电影的群体，推出了“为特殊群体送

电影工程”。截至目前，市县两级在城区全

部铺开此项工程，筠连县还拓展覆盖到乡镇

的城镇社区。

近年来，宜宾公益电影不断探索为电影

增容，主抓“公益电影＋创新形式”和“公益

电影＋主题宣传”两大系列工程。创新形式

有：映前宣传、游动字幕、银幕挂角、横幅标

语、门型展架、宣传品、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

式。主题宣传有：党的十九大精神、伟大的

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 40周

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廉洁文化、家庭幸福安康、法治、禁毒、食品

安全、精准扶贫、地质灾害防治、防震减灾、

艾滋病防治等多个主题。

◎扩面增容，公益电影承载新任务新使命

入围新生代单元

中国水墨动画《秋实》柏林展映

《007：无暇赴死》凯瑞·福永带来终篇任务

本报讯 2月 29日，由范·迪塞尔主演的超

级英雄电影《喋血战士》发布特别生日祝福视

频，范·迪塞尔为四年才过一次生日的朋友们

送上惊喜祝福：“我打赌出生在今天的你们，都

像我在《喋血战士》中扮演的雷·加里森一样，

有很不一样的超能力！”

电影《喋血战士》改编自“美漫三大巨

头”之一的勇士漫画，喋血战士是勇士漫画

中最受欢迎的英雄。除范·迪塞尔外，还有

《极盗车神》艾莎·冈萨雷斯、《猩球崛起 2》
托比·凯贝尔、《钢铁侠 3》盖·皮尔斯倾力加

盟。影片将于 3 月 13 日北美上映，此前已

确认引进中国。

（杜思梦）

《喋血战士》发布范·迪塞尔特别生日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