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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七彩云南 深挖民族文化

开创少数民族电影的新时代
■文/赵春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

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

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

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

秀作品。”地处祖国最南端的云南，生

活着 26 个世居民族、16 个跨境民族和

15个特有少数民族。奇山秀水的自然

景观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为民族

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云南被

誉为“天然的摄影棚”，是许多外来影

视剧组最为青睐的地方；云南还是民

族文化的百花园，4800 万各族同胞在

这里和谐共处、世代相袭，民族风情绚

丽多姿，被誉为音乐歌舞的海洋；云南

还有 4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毗邻五个

澜湄流域国家，拥有 18 个国家级口

岸，跨境民族和谐共荣的边境生活题

材极为丰富。上世界五、六十年代，在

云南创作的一大批反映少数民族生活

的优秀电影作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

爱。《五朵金花》、《阿诗玛》、《神秘的旅

伴》、《芦笙恋歌》等等的一批少数民族

电影作品风靡一时，成为一个时代的

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以《孔雀公主》、

《彝海结盟》、《相约在凤尾竹下》、《洱

海情波》、《黑面人》、《姑娘寨》、《太阳

鸟》、《花腰新娘》、《诺玛的十七岁》等

为代表的一大批电影作品再度掀起了

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时代。这些影片

带着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异彩

纷呈的民族风情蜚声国内、国际影

坛。谢晋、张艺谋、陈凯歌、成龙、姜

文、徐峥、章家瑞等国内外一大批著名

影视人纷纷汇聚云南拍片，七彩云南

成为了省内外影视人、影视剧组炙手可

热的地方。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云南的

少数民族电影陷入了发展困境，特别是

电影的高度市场化以来，中国电影发展

突飞猛进，而以少数民族题材为代表的

云南电影却难有作为。立足本土的云

南电影制作机构近些年来少有成果，作

品影响力匮乏，相关产业无所适从。究

其因在于被市场所绑架，在创作导向和

创作态度上出了问题。粗制滥造、急功

近利，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垃圾作品充

斥市场。本土的创作机构、创作人丢弃

了根本、迷失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少数民族能歌

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

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

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

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云南26个民族

所构筑的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资源，不

仅仅是云南文艺创作者的创作源泉，

也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文艺创作者所

向往的宝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造

的“云南电影现象”曾引领中国少数民

族电影铭刻下中国电影浓墨重彩的时

代烙印。七彩云南绚丽多姿的民族文

化资源，成为了中国电影取之不竭、用

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为云南的民族电

影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滇遗

迹、南诏风韵、民国遗风、护国运动、滇

西抗战、西南联大、民族风貌、民俗节

庆；热带雨林、原始山脉、山水田园、高

原湖泊、雪山盛景、四季风情。这些独

特的人文景致和地域风貌为电影拍摄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外景资源。作为云

南本土的文艺工作者只要珍惜这些上

天所赋予的文艺瑰宝，潜下心来，深耕

细作，认真挖掘来自各民族灵魂深处的

动人故事，以虔诚的态度走进人民中

间，一定会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无愧

于人民的精品佳作。

本报讯 为落实北京市《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有关要求 ,全力

支持影院纾解生产经营困难，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经北京市委宣

传部、市财政局研究，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北京市管理委员

会审定，今年北京市将从电影专

项资金中安排 2000 万元资金作为

给予影院的疫情专项补贴。

8 月 5 日，北京市电影局官网

发布了《2020 年北京市电影专项

资金项目疫情专项补贴资助情况

公示》，全市 232 家影院将享受到

该项补贴。据介绍，疫情专项补

贴按照影院 2019 年全年票房产出

情况给予资助，适当向受影响较

大的中小型影院倾斜；北京市电

影局会同市财政局经过前期补贴

征集并审核，确定最终可给予补

贴的 232 家影院，最高补贴额度近

50 万元。自 7 月 24 日北京市影院

有序开放，电影市场逐步恢复正

常运转，疫情专项补贴将有效提

振影市信心，帮助影院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克服暂时性经营

困难，推动北京市电影市场尽快

回暖。

（影子）

北京市电影局发放2000万元疫情专项补贴
232家影院将获资助

本报讯 影院复工以来，陕西省

多管齐下，迅速激活电影市场。截至

8月4日，陕西省共有236家影院恢复

营业，影院复工率已达 68.6%，票房

全国排名第12位。

具体措施包括：行动迅速抓督

导。陕西省印发了《陕西省关于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

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省电影局

局长带领相关人员到省内部分影院

现场调研了解影院复工准备情况。

全省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及时落实属

地责任，落实影院复工各项条件和

要求，做到“能开尽开，应开尽开”。

多措并举抓纾困。使用省级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全省影院发放疫

情补贴 1125.5 万元；对部分影院疫

情防控工作和消防安全进行了检查

抽查；制定了《陕西省电影院（城）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复工经营操作指

南》；联合猫眼、淘票票等网络销售

平台开展了“陕西惠民观影”系列购

票优惠活动。现场检查抓安全。印

发了《关于开展电影院常态化疫情

防控安全放映暨放映技术检测专项

检查的通知》，组织省、市、县（区）三

级联动，开展影院恢复营业综合检

查，重点把住入口关、清洁消毒关、

限流排片关、现场管理关、安全放映

关等“五关”。跟踪问效抓常态。建

立了全省影院恢复营业日统计报告

制度，重点对每日全省各地电影院

恢复营业数质量情况、疫情补贴发

放到位情况、票房收入增长情况进

行动态分析、跟踪问效。

（陕西省电影局供稿）

陕西多管齐下激活电影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

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定方向、立

纲领、点问题、提神气，充分体现了我党对文艺工作的新思想和新要求。作为新时期的电影工作

者，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我们由衷地感受到怎样发展中

国电影，如何创作出新时代的优秀电影作品，心里有了底气，行动上有了坚定的方向。作为全国

唯一冠以“民族”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在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立足于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沃土，深耕细作，创作出了近百部少数民族电影作品，让全国观众通过电影

大银幕认识和了解了七彩云南，让26个世居民族的形象走进了观众心里。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电

影的目标，增强了创作的信心。依托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从人民创作中汲取营养和灵魂，创作出新时代的文艺精品，是每一位电影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是云影厂守正创新，用光影记录时代变革、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焕发新时代国有电影企业的责

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

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云南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地，更

是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西南要冲。无

论是从历史与现实交融，还是从中华民

族融合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视角来

看，云南都应该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

亚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中心。这既是历

史的延续，又符合现实的需要。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中、泰、缅、

老、越、柬六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16
个跨境少数民族和谐相融，其中多个

民族有着同宗、同族、同节、同音的宗

源关系。一寨跨两国、一户连三江、一

江穿六国，金三角、湄公河、滇越铁路、

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泛亚高铁，边境

融合互通、国安边防边境所呈现的电

影故事惊心动魄、丰富多彩。这些都

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周边国家形成

交流与合作的独有优势，也是中国优

秀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与辐射的基础，

更是云南电影工作中在挖掘共通题

材、创立对外合作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资源。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不断深

入，中国与澜湄流域国家在互联互通

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许多积极进展。

昆曼公路现在已通车，泛亚铁路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快速推进中。澜湄六国

正在不断探索促进边境口岸通关便利

化的合作措施，积极提升边境口岸开

放合作的进程和水平，共同致力于建

设繁荣稳定、和谐共荣的边境线。

2016 年，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在中、

老、缅边境交界地州西双版纳创办了

以“自然与人文电影的国际化视野”为

主题的首届澜湄国际电影周活动，目

前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澜湄国际电影

周是针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间社

会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云南

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

要举措。澜湄国际电影周活动为缔结

六国文化交融，传播中华文明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人文交流

基础。依托毗邻五国的国际地缘和同

宗同源民族文化的相融优势，通过澜

湄国际电影周聚合平台的创建，让流

域国家电影人走到一起交流合作，可

以让少数民族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得

到更好的发展，流域地区民族电影的

国际化交融进一步凸显。未来，云南

民族电影制片厂将联动澜湄流域国家

电影人，充分提升澜湄国际电影周平

台的聚合与辐射价值，在民族电影的

题材挖掘、创作合作、传播交流方面发

挥出积极的作用，让民族电影的绚丽

之花开遍世界。

新的时代呼唤民族电影焕发出新

的生机，在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百花园

中，走进生活深处、融入人民中间，以文

艺工作者的情怀和素养，从人民创作中

汲取营养和灵感，与人民共舞、与世界

交融，民族电影一定会迎来新的春天。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云

南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云南民族电影

制片厂厂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

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

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近些年来，一些文艺工

作者，把文艺创作当成了追逐利益的

摇钱树，为了挣“快”钱，胡编乱写、牵

强附会、粗制滥造，没有田野调查，没

有创作采风，更没有生活体验，彻底脱

离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试想对一

个民族毫无认知、毫无接触，如何能够

创作出揭示本民族灵魂的电影作品，

又如何能够得到民族同胞的认可？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艺发展史表

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

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

生活的一种伤害。”2017 年，云南民族

电影制片厂启动了“云南特有少数民

族电影工程”，在推进布朗族民族主题

电影的过程中，从源自于西双版纳布

朗山寨的一个祭祀活动中了解到布朗

族崇尚自然、崇敬森林的民族原始信

仰，通过挖掘一个祭祀木鼓必须要达

到五十年才能更换的真实故事，组织

项目采风创作组先后六次深入布朗山

寨，男女主要演员与编剧小组在章朗

村体验生活四个月，与布朗族同胞同

吃同住，上山采茶。四个月的布朗山

生活，让他们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体

验，多数人都可以讲布朗话了，男主甚

至成为了布朗茶的品茗专家。在历经

三年时间精心打磨、精心制作，到影片

摄制完成专家审片时，都认为男女主

演就是布朗族本色出演。真实的故

事、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场景、真实的

布朗人，加上电影艺术的渲染和提升，

造就了一部真实而生动的好作品。本

片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肯定，成为

了云南本土近年来最受好评的少数民

族电影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品之所以

‘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在云南民族文化的百花园

中，创作出流芳百世的电影艺术精品，

创作者就必须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

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

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

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

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本报讯 8月 8日，公益纪实类节

目《温暖有光放映队》在 CCTV-6 电

影频道首播。“温暖有光放映队”队

长林永健，携队员郭晓东、徐晓璐走

进云南腾冲，送电影下乡的同时，为

这片健康、美丽的“幸福之地”带来

“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与中国

电影人的关怀与力量。

在“最美的地方”

放一场露天电影

支一张幕布，架一台机器，再偏

远的角落，都能被一场露天电影点

亮万千星光。

“幕布前边有时候挤不进去，我

就跑后边去看，”重拾年少时的露天

电影记忆，“温暖有光放映队”队长

林永健仿佛还能感受到坐在“喇叭”

旁的体验，“看完了以后脑袋是嗡嗡

的。”

放映队队员郭晓东，想到的则

是“抢占”放映场地“C 位”的趣事。

“村里只要一喊‘今天晚上有电影’，

吃完中午饭我就搬着小板凳跑去中

间占位置，一蹲蹲一下午，一直到晚

上看完。”

在电影频道“脱贫攻坚战——

星光行动”过去两年的调研过程中，

以电影人为主的“星光队员”在为昔

日的贫困县“带货”宣传之余，也发

现了各地民众对于电影的真实渴

求。结合自身专长与山村实际，以

露天放映形式“送电影下乡”的“温

暖有光放映队”理念一拍即合。

不过，“星光队员”前辈们有如

“过年过节一样”的露天电影体验，

对于徐晓璐这个“90后”而言是陌生

的。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来到腾冲

之前的她并不知道，这门将光影艺

术带入田间地头的“手艺”，已为中

国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默默奉献了

大半个世纪。

腾冲界头镇，刘振雄已在乡村

放映员岗位上坚守了46年。这座地

处祖国东南角大门的小镇，曾被《中

国国家地理》评为“云南最美的地

方”，而刘振雄数十年间亲手放映的

影像，无疑是装点夜晚最美的那抹

色彩。

随着电视与移动网络的普及，

仍坚持露天观影的村民数量在逐渐

减少，这对于面向观众的“温暖有光

放映队”而言也是一种挑战。为成

功实现首场放映，林永健和他的队

员们在放映形式与内容上不断思

量、探索，最终与面临的最大“难题”

握手言和。

动感电影

让体育与电影美美与共

吸引观众这件事上，“温暖有光

放映队”在腾冲界头镇遭遇的最大

“竞争对手”，便是这里浓郁的全民

健身氛围。

专业的马拉松跑道、规制标

准的篮球场地、随处可见的健身

设施……令这里闻名的，不仅有高

黎贡山千年茶树籽、香栾、万寿菊等

支柱产业，更有乡民们全情投入体

育运动的热情。

在《温暖有光放映队》独家公益

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

下，体彩公益金已在此建设登山步

道 110 公里、骑行道 216 公里，累计

投入1445万元。已成中国马拉松赛

事名片之一的腾冲国际马拉松，每

年都会得到体彩公益金的资助。而

在腾冲国际马拉松之外，格兰芬多

自行车赛、花海骑行、美丽乡村马拉

松等赛事，也透过不断扩大的影响

力，积极反哺着当地的体育扶贫事

业。

浓厚的体育氛围，也为高水平

运动员的出现奠定基础。冀望“从

腾冲走向世界”的杨定宏已接连斩

获 2019 上海马拉松及 2020 厦门马

拉松的国内组男子冠军，而他现下

的目标是达到奥运会标，参加奥运

会，为国争光。

据云南体彩工作人员刘樾介

绍，2011 年至 2018 年，共有 33.70 亿

元体彩公益金用于资助竞技体育工

作，为众多体育人才解除了家庭经

济层面的后顾之忧。在这里生长的

中国越野滑雪运动员杨连红，曾荣

获全国青年女子组 5 公里比赛第一

名的好成绩，目标直指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

借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举办

的乡村运动会之机，“温暖有光放映

队”与当地村民展开了一场趣味横

生的观众争夺赛。尽管队长林永健

在“快乐赶猪跑”项目中拔得头筹，

但队员们还是分别在掰手腕比赛与

万寿菊插花比赛中遗憾落败。“劳动

才是最强大的。”不敌 76 岁的吉大

伯，郭晓东如是感叹。

“竞争”不成，“合作”方案却逐

渐成型。以“既能动起来，又能看起

来”的“动感电影”为思路，有村民提

出了跟随“车载大屏”奔跑观影的设

想，徐晓璐则提议将广场舞与电影

相结合。最终，当地骑行队的到来

为《温暖有光放映队》的首场放映确

立模式：动感单车看电影。

由云南体彩提供的动感单车设

施及当地骑行队自发原地支起的自

行车纷纷到位，待映影片也自然锁

定为反映竞技自行车题材的《破

风》。追随片中彭于晏、窦骁等饰演

的“破风”车手，观影村民纷纷有节

奏地动感踏行，用运动带来的自信

之美，与光影中的梦想不断交汇，绽

放为这个夜晚最为璀璨的星光。

据悉，自腾冲起步，在中国体育

彩票的支持下，《温暖有光放映队》

将开启横贯祖国十省的光影之旅。

每周六 19:30，CCTV-6 电影频道不

见不散。

（林琳）

《温暖有光放映队》腾冲“破风”首发

◎聚合同宗同源文化 促进流域地区民族电影的交流与合作

◎深入生活 从人民创作中汲取营养和灵魂

◎立足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 深耕新时代民族电影创作

本报讯 8月 4日-7日，江苏省委

宣传部、省电影局会同省总工会组

织青年电影编剧深入到徐工集团、

中车戚墅堰机车厂、红豆集团的生

产车间、厂史展馆、职工食堂、工会

之家，通过与全国劳模、大工匠、90
后产业工人代表面对面近距离接

触，体验产业工人充满炽热情怀的

奋斗进取精神，感受企业酸甜苦辣

的发展历程，聆听真诚朴质的一线

工人的心声，为创作一批聚焦江苏

现代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的电影佳作

汲取营养和力量。

江苏省电影局副局长王明珠在

红豆集团主持召开电影创作采风座

谈会。参加采风的青年电影编剧一

致认为，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采风实践，深刻感悟到江苏现

代制造的魅力，只要把握时代脉动，

倾听工人呼声，就能激发灵感，创作

出不负时代的精品力作；要抓好作

为“一剧之本”的剧本质量，摈弃浮

躁心态，潜心研究资料，悉心打磨文

字，提高电影编剧的组织化程度，形

成合力，推动江苏电影创作生产迈

上新台阶。

（苏影）

江苏省组织江苏现代制造主题
电影创作采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