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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学习贯彻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11 月 9 日，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主办的

电影电视评论周在京开幕。中国

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韩子

勇，中国电视家协会主席胡占凡，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兼副

主席张宏致辞。开幕式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主持。

此次评论周为期五天，共设五

个分论坛。开幕论坛以“新时代

中国影视学术发展与‘三大体系’

建设”为主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的主

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

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中国文

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上

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陈犀

禾、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

磊、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

长赵卫防，围绕助力电影产业的

升级换代、建立中国特色电影话

语体系等方面展开一系列前瞻性

和创新性的研讨。主要议题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

影视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

派”与中国影视学的学术体系、学

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新语境

下影视民族化理论批评的发展；

中国影视理论研究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与教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晓

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中

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隋岩、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北

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北京电

影学院学报》主编吴冠平、中国艺

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秦喜

清等，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影视

创作及理论研究高层次人才建设

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

交流，话题覆盖了最新、最有活力

的电影文化现象，及时捕捉新时

代特有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精神风

貌，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此外，“中国特色影视产业的

创新与发展”论坛、“新语境下中

国影视民族化探索”论坛、“青年

编剧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论坛、

“城市变迁与文化记忆”论坛等四

个议题的论坛于 11 月 10 日-13 日

陆续举行。五天内，将有 300 余位

业界专家学者和编剧导演、制作

发行等一线的行业专家莅临评论

周，共同为中国影视业的发展献

计献策。 （郝杰梅）

本报讯 11月6日-8日，由中国

高校影视学会民族影视专业委员

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

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的第六届中国民族影视高层论

坛暨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作品

展映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论坛

以“对话与超越”为主题，来自全国

9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传媒公司，

近150位专家、学者、制作人等通过

线下线上参会汇聚一堂，共话民族

影视与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与创新。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邹

吉忠教授出席开幕式，向与会代表

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影视及

影视人类学近些年的发展及建设

成果，并表示将创造条件，大力支

持两个专业委员会更好开展工

作。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北京

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胡智

锋教授通过视频致辞向论坛召开

表示祝贺，希望民族影视通过跨学

科对话、跨文化传播当为人类应对

各种新景观担起重要职责。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四

川大学教授欧阳宏生在致辞中介

绍了民族影视专业委员会近年来

在推动民族影视理论研究、人才

培养、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等方

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民族影

视艺术发展促进会执行主席牛颂

对民族影视进入 5G应用和全媒体

时代后将可能呈现的新概念、新

业态、新模式、新产品进行了阐

述。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鲍江认

为，本次联合年会将民族影视的

跨学科合作第一次从学者个人层

面提升到学术共同体组织层面，

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人类学民

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大

学藏学研究院院长、苏发祥教授

在致辞中说，联合年会的跨学科

对话与交流能够促进两个专委会

的互视与反思。

论坛包括 8 场大会发言和 28
场主题发言，学者们从影视学、人

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学、文化

学等多学科背景展开对话与交

流。民族影视研究方面，学者丁

亚平、李冉、谭政、韩洪、胡谱忠等

从影视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民族

电影的概念变迁、审美特征及新

时代以来的创作转型，民族电影

的海外传播及其研究路径，国外

电影合拍扶持政策研究，国外少

数民族电视节目的发展及制播，

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现代

性”与地缘性表达等话题。

影视人类学研究方面，影视人

类学者、纪录片导演刘湘晨、朱靖

江、富晓星等分别聚焦影视人类

学的发展脉络梳理，影视人类学

影片和纪录片两种纪实影像文本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比较，中国民

族志纪录片过去十年的经验梳理

及学术反思，节日影像志的民俗

记录与文化深描，移动短视频时

代非遗影像传播赋能与创新问题

等。

论坛期间设有两场民族影视

及影视人类学作品展映和导演工

作坊。组委会从 50 多部投稿作品

中遴选出 31 部作品入围，精选出

《一直看着你来的路口》、《皮影，

电影和快手》、《库斯别克》、《在一

起》、《布朗医生》等 5 部获奖影片

现场展映，刘湘晨、余宁、王宁彤、

杨植淳等导演到现场交流。其

中，开幕影片《一直看着你来的路

口》系纪录片导演刘湘晨的新作，

以导演的内在视角为叙事线，讲

述一场与帕米尔高原结缘 23 年的

约定之旅、一次带着女儿完成的

精神与文化传承之旅的故事。由

杨植淳执导的《皮影、电影和快

手》用三段叙事结构实证式的展

现了媒介与乡村的关系，媒介赋

权与资本规训的故事。由郭众愿

执导的《库兹别克》以哈萨克驯鹰

文化为题材，关注以驯鹰人的生

存困境，思考传统文化的守护。

这些影片作为民族影视的实践成

果，与民族影视学术研究和学科

建设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好互

动与相互推动。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高校影视

学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研究

员张国涛代表学会宣读《中国高

等院校影视学会关于民族影视专

业委员会换届暨成立第二届理事

会的批复》。论坛期间，中国高校

影视学会民族影视专业委员会顺

利完成换届，并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

体理事会议。 （苏米尔）

本报讯 第二届科幻影视创投

会日前在北京首钢园终审路演，

《茉莉》、《墨伊计划》、《亲爱的小

孩》、《生存实验》、《未来笔记》五

个项目脱颖而出、斩获荣誉。据

悉，本届创投会共征集到 206 个电

影创投项目、54 个剧集和动画推

介项目的申报，多元的科幻设定、

精巧的创作构思、鲜明的个人风

格，皆展现出当下中国科幻创作

者的活力与想象力。经过两个月

的征集、初审、复审环节的层层选

拔，10个项目进入终审路演环节。

《茉莉》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

的教育、环保故事，剧作完整、受

众清晰，最终喜提评委会大奖（赞

助机构：阿里影业）。《墨伊计划》

在科幻的外壳下展开了一则亲情

故事，对人类与 AI 的关系提出了

寓言式的深刻思考，斩获猫眼影

业·最佳电影剧本奖。《亲爱的小

孩》聚焦失独老人的亲子困境，在

轻松氛围中展开机器人与老人相

互陪伴守护的故事，情感充沛直

击人心，捧得融创文化·最具商业

潜力奖。《生存实验》改编自科幻

作家王晋康的同名小说，兼具东

方情感内核和一定的奇观性，拿

下南派泛娱·最佳科幻创意奖。

《未来笔记》用六个近未来的故

事，从不同维度建构了未来世界

的模样，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独特

的趣味，构思精巧，细节鬼马，获

得聚光绘影·最佳视效创意奖。

本届科幻影视创投会新增两

个亮点板块，在中国科幻大会的

开幕式上，五个重点电影项目举

行了签约仪式，包括改编自刘慈

欣同名小说的《球状闪电》、改编

自世界科幻最高荣誉雨果奖获奖

作品的《物哀》、在首届科幻影视

创投会上斩获最佳原创剧本奖的

《宇宙探索编辑部》、青年导演宋

灏霖执导的《那一刻来临》，以及

《盗墓笔记》系列作家南派三叔与

《花千骨》作家Fresh果果联手策划

的《群落》。此次签约仪式的举

办，彰显出科幻影视创投会在为

创作者搭建与影视制作、投资机

构的沟通桥梁，促进优秀项目顺

利落地方面的努力和成果。科幻

剧集和科幻动画的推介单元的设

立，不仅让创投会辐射到更多的

创作者，也推动了华语科幻影视

作品的多维探索。

（木夕）

秉承五项原则打造电影盛会

李辉跃在介绍本届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

活动筹备情况时表示：本届本届金鸡奖颁奖盛

典系列活动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常

态化”的定位、突出“人民性、开放性”的价值取

向，按照“影响更大、服务更好、市场更广、招商

更多”的目标和“节俭、精致”的原则，打造一场

“更出色、更出彩”的电影盛会。

本届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活动将秉承：突

出金鸡奖活动的人民性和开放性；压缩总体规

模，提高星光度；拓展线上宣传，强化网络传

播；突出脱贫攻坚主题；突出以节促产等5项原

则，为中国电影金鸡奖活动在厦门长期举办提

供内生动力。

据李辉跃介绍，在电影展映板块中，国产

电影展、国际影展和港澳台影展将在厦门各主

要商场的10家影城进行200场次放映，还将举

办主创人员与影迷见面会；同时联合线上主流

视频平台展映50余部影片；并推出脱贫攻坚主

题影展，在福建 9个设区市和平潭试验区放映

25部影片近 400场；同时于 10月 20日至 11月

28日，在厦门 6个区举办户外主题公益性电影

放映活动50场。

而在配套活动中，按照“全程金鸡、全年金

鸡”的办节思路，厦门市各行政区将携手行业

协会、机构赞助商等，举办首届海峡两岸青年

短片季、电影音乐发展论坛、“看见集美”青春

电影展等近30场系列活动，丰富金鸡奖活动内

容，提升群众参与感和获得感。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主视觉海报和提名名单现场揭晓

根据《中国电影金鸡奖章程》和《评选细

则》的相关规定，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评

选出最佳故事片、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

儿童片、评委会特别奖、最佳纪录/科教片、最佳

美术片、最佳戏曲片，以及最佳编剧、最佳导

演、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

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

录音、最佳美术、最佳音乐、最佳剪辑共计19个

奖项。考虑到疫情因素，本届金鸡奖的最佳外

语片奖暂时空缺。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国文联

全国性文艺评奖管理办法》文件的指导精神和

具体要求，本届金鸡奖采取实名制投票，希望

秉承更加严谨、负责任的态度为中国电影评选

出金鸡奖的各个奖项。

按照规定，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参评影

片范围为：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

经国家电影局审查通过的故事片、儿童片、科

教片、纪录片、戏曲片、美术片。本届金鸡奖报

名工作从今年7月26日启动至截止，共计收到

各片种报名影片 155 部，其中故事片 48 部，中

小成本故事片57部，儿童片12部，美术片9部，

纪录片/科教片17部，戏曲片12部。

根据新修订的章程，评委会按影片片种分

为故事片/儿童片评选委员会、科教片/纪录片

评选委员会、美术片评选委员会、戏曲片评选

委员会。分别由各片种初选小组在观摩全部

参评影片后投票初选出各片种入围影片。由

21名电影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一线创作者组成

的本届故事片单元初选小组，用一个月的时

间，对报名参评的 117 部故事片和儿童片进行

观摩，并经过认真酝酿、讨论，最终现场实名投

票，产生了41部初选入围影片提交给本届评选

委员会，其中故事片 19部，中小成本故事片 16
部，儿童片6部。

现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喇培康揭晓

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委会提名名单。

（上接第1版）

▶ 最佳故事片评委会提名：

《少年的你》

《白云之下》

《夺冠》

《我和我的祖国》

《春潮》

《误杀》

▶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评委会提名：

《少女佳禾》

《我的喜马拉雅》

《波依拉》

《残香无痕》

《通往春天的列车》

▶ 最佳儿童片评委会提名：

《会飞的葡萄》

《忠爱无言2》

《点点星光》

▶ 最佳戏曲片评委会提名：

《大闹天宫》

《东坡》

《刑场上的婚礼》

《贞观盛世》

《安娥》

《李慧娘》

▶ 最佳纪录/科教片评委会提名：

《大洋深处鱿钓人》

《外来生物防治》

《岁月在这儿》

《这一年》

《青春中国》

《掬水月在手》

▶ 最佳美术片评委会提名：

《大鸾——周恩来童年读书的故事》

《罗小黑战记》

《哪吒之魔童降世》

《熊出没·狂野大陆》

▶ 最佳编剧评委会提名：

杨薇薇、翟培、李鹏、范凯华、秦语谦、雷声（《误

杀》（改编））

张冀（《夺冠》（原创））

林咏琛、李媛、许伊萌（《少年的你》（改编））

周申、刘露（《半个喜剧》（原创））

▶ 最佳导演评委会提名：

王瑞（《白云之下》）

杨荔钠（《春潮》）

陈可辛（《夺冠》）

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

牧野（《我和我的祖国》）

周申、刘露（《半个喜剧》）

曾国祥（《少年的你》）

▶ 最佳导演处女作评委会提名：

申奥（《受益人》）

李骥（《通往春天的列车》）

周笋（《少女佳禾》）

董润年（《被光抓走的人》）

▶ 最佳男主角评委会提名：

大鹏（《受益人》中饰吴海）

肖央（《误杀》中饰李维杰）

吴昱翰（《半个喜剧》中饰孙同）

易烊千玺（《少年的你》中饰小北）

黄晓明（《烈火英雄》中饰江立伟）

▶ 最佳女主角评委会提名：

任素汐（《半个喜剧》中饰莫默）

周冬雨（《少年的你》中饰陈念）

柳岩（《受益人》中饰岳淼淼）

祝希娟（《空·巢》中饰赵一梅）

谭卓（《误杀》中饰阿玉）

▶ 最佳男配角评委会提名：

印小天（《烈火英雄》中饰魏雷）

吴刚（《夺冠》中饰袁指导）

张译（《攀登者》中饰曲松林）

欧豪（《中国机长》中饰徐奕辰）

黄觉（《少年的你》中饰老杨）

▶ 最佳女配角评委会提名：

张熙然（《误杀》中饰安安）

周也（《少年的你》中饰魏莱）

赵海燕（《半个喜剧》中饰孙同妈妈）

袁 泉（《中国机长》中饰毕男）

▶ 最佳摄影评委会提名：

李伟（《白云之下》）

余静萍（《少年的你》）

张颖（《误杀》）

张译水（《我的喜马拉雅》）

赵晓时（《夺冠》）

▶ 最佳录音评委会提名：

李涛（《误杀》）

吴江（《只有芸知道》）

陈辉（《中国机长》）

黄铮（《少年的你》）

黄铮（《夺冠》）

▶ 最佳美术评委会提名：

刘世运（《烈火英雄》）

孙立（《夺冠》）

杜光宇（《受益人》）

李仁港、黄家能、朱汶龙（《攀登者》）

宋军、东智良、郭钟山（《解放·终局营救》）

▶ 最佳音乐评委会提名：

马飞（《半个喜剧》）

贝尔（《少年的你》）

刘思军（《幸福的滋味》）

捞仔（《忠爱无言2》）

▶ 最佳剪辑评委会提名：

王雨夜（《半个喜剧》）

汤宏甲、祖昕宇（《误杀》）

张一博（《少年的你》）

张一博（《夺冠》）

周肖林（《受益人》）

周新霞（《白云之下》）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按笔画排序）

梳理学术发展 深化理论研究2020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举行

第六届中国民族影视高层论坛举行
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作品展映同期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

“科幻十条”下的中国科幻影视继往开来

第二届科幻影视创投会落幕

韩子勇致辞

邹吉忠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