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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一个柔弱的女子要捍卫结婚做妈妈

的权利，一个好强的乡长要完成上级下

达的任务，一个倔强的老头要兑现七十

年前的承诺。三个人的“头等大事”，在

“扶贫攻坚”的特定节点上发生冲突。

上映日期：3月12日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陈茂林

编剧：郭明辉

主演：张光北/朱宏嘉/云兰/贾旭明

出品方：美好时代影视/泽深影业

发行方：华夏/无限精彩影视

《合法伴侣》

在伦敦追求音乐梦想的音乐才子古

大白，因为一场意外陷入签证危机，将被

遣送回国。已拿到绿卡的“发小”金天突

发奇想，企图在签证官华生面前蒙混过

关，而古大白也与新搬来的邻居赫敏之

间擦出恋爱的火花。但事情并没有想象

中顺利：火眼金睛的签证官穷追不舍、大

白的父母突然来访、金天也与女友出现

感情危机。

上映日期：3月12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黄雷

编剧：许容硕

主演：李治廷/张榕容/白客/鲁珀特·
格雷夫斯

出品方：尚世影业/英皇影业/三次元

影业/猫眼微影/泽风影业

发行方：猫眼微影

《折腾出来的金窝窝》

女大学生春笋返乡创业，利用当地

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带领村民搞旅游

度假村。经过一系列努力，春笋终于实

现愿望，不但为村民们带来经济收入，也

提高了村民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收获了

爱情。

上映日期：3月14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李耀东

主演：王亚楠/丁宇辰/陈寒柏/张兆北

出品方：华腾文化

发行方：华腾文化

《夜守》

王人杰在一次车祸后失去了记忆。

经过两年的恢复以及心理医师李雨虹的

治疗和帮助下，王人杰找到了夜班 警卫

的工作。然而，在第一天上班的夜里，在

这废弃大楼中，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事

件，甚至连和他交接 晚班守卫蔡图也死

了。警察莫刚年接手了此案，联手线人

李雨虹共同追查真相。

上映日期：3月12日

类型：悬疑/惊悚

导演：江稚仑

编剧：江稚仑/张心豪

主演：郭晋东/纪闵政

出品方：元广影视

发行方：元广影视/环鹰时代

《有梦就飞》

独立电影人春波，对电影特别痴迷，

晚上睡觉做梦也在寻找影片投资，因为

他对电影的执着，终于拍出了一部感人

的励志电影。

上映日期：3月10日

类型：喜剧

导演：袁春波

编剧：袁春波

主演：袁春波/叶思齐/刘昌伟/麦子

出品方：春波文化

发行方：双子兄弟

《背后的凶手》

为了寻回记忆，许乐与令狐来到小

时候父母遇难的黄石岛一探究竟。不料

当年救自己的陈伯闭口不谈，而唯一愿

意告诉真想的王汉明却离奇死亡。当许

乐与令狐找到当年另外一位当事人周浩

成时，周浩成也陷入生命危急。

上映日期：3月12日

类型：悬疑/惊悚

导演：张建春

编剧：张建春

主演：郑希怡/姚尧/许绍雄/李国麟

出品方：寰梦影业/风影文化/仁华文

化/你好你好影业

发行方：风影文化/万众影院管理公

司/世纪航娱影视

《五尺天涯》（美国）

少女斯黛拉在医院治疗“囊性纤维

化”的过程中，遇见了患有同样病症的男

孩威尔，但病患间必须遵守“六英尺安全

距离”，以避免相互感染危及生命。斯黛

拉的乐观感染着脆弱敏感的威尔，在甜

蜜互动中两人越走越近。他们用爱缩短

了一英尺的距离，谈起了一场无法触碰

的恋爱。

上映日期：3月12日

类型：爱情

导演：贾斯汀·巴尔多尼

编剧：米琪·多特里,托拜厄斯·伊康

尼斯

主演：海莉·露·理查森/科尔·斯普罗

斯/克莱尔·弗兰妮/莫伊塞斯·阿里亚斯

出品方：美国CBS影业

发行方：中影

在电影行业建立中国电影美学及中国电影评价体系的呼声中，在中国电影家

协会和北京电影学院指导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出版社

有限公司近日举行了“罗艺军与中国电影美学研讨会”，来自中国影协、全国各大高

校、研究机构、出版社的代表、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

◎ 映画

已故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原中

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会长罗艺军先生，生前一直

致力于中国电影美学思想和中国电

影民族化的研究，为后来电影学术研

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对当下中

国电影美学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建立

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根基。

专家们认为，在中国电影跨世纪

的发展进程中，罗艺军首先是中国电

影民族化坚定的倡导者。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罗艺军是

中国电影民族化坚定的倡导者、阐述

者、集大成者，他的民族化理论体现

了文化的主体性、文化自觉、文化自

信的立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

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胡智锋认为，罗

艺军是中国电影理论的旗帜性、标杆

性人物，他是中国电影理论民族化建

构的重要倡议者和践行者。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章柏青认为，罗

艺军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

电影理论这一命题，源于他扎实的理

论功底和勤于思考的精神，先生在晚

年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的研

究，且站在世界的角度，东西贯通，不

断发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北京电影

学院教授钟大丰用“通古而不迷古、

痴洋而不崇洋”来概括罗艺军的学术

观念，从理论研究和著作编纂两个方

面，阐述了他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引

进以及对中国电影理论发展做出的

开拓性贡献。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

究中心主任周安华指出，罗艺军始终

都以世界的眼光建构中国的民族电

影美学，将世界经验作为中国电影美

学的基础，用世界视角审视民族电影

的发展，将其与世界电影形态的主潮

进行科学对接。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原副会长、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王人殷回忆，罗

艺军在 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电影民

族化的问题，并指出了乡土电影、典

型性与民族化的关联，提出从中国传

统意境美学的角度发展民族电影的

观点。原中国电影出版社总编辑李

梦学通过对《电影民族风格初探》与

《电影民族化辩论》的重读，梳理了罗

艺军对中国电影民族化问题的思考

与研究，认为他的观点不仅涉及电影

民族化的问题，还传递出中国电影美

学的魅力与气质。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指出，罗艺军的民

族化理论始终体现着他对中国电影

美学体系的自觉追求，其中不仅有对

传统美学的分析，也涉及了西方美学

与中国美学的对比，是对中国电影美

学的全方位研究。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陈旭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进行了

追溯、细分与拓展，并指出罗艺军是

推动中国电影理论民族化的重要实

践者，他的学术成果始终伴随着后辈

电影学者的成长。陕西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西北大学教授张阿利通过细

读罗艺军有关西部电影的论著，认为

他对西部电影的研究具有开创先行

的胆识，为中国电影发掘深厚的民族

文化资源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境遇。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

赵卫防通过比较的视野，认为相对于

钟惦棐、郑雪莱的理论，罗艺军也是一

位中国特色电影理论体系的重要倡导

者，且具有践行者的意义，他参与创立

的金鸡奖也是构建中国电影理论体系

的重要实践。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虞吉认为，对罗艺军的理论思想

研究还应将其还原回历史的文化与学

术生态中进行，对其复杂性进行充分

认知与阐释，才能对先生的学术成果

予以全面继承。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教授黄望莉从文艺的社会功能与传

统文化的惰力、电影与历史阐述以及

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三方面，把握罗

艺军关于电影民族化的美学思想，从

另一视角阐释了这一美学理论的复杂

性。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编审甄

晓雯认为，罗艺军的《二十世纪中国电

影理论文选》填补了八九十年代中国

电影理论著作的空缺，并以高度的理

论敏感反映出对中国电影理论宏观

性、全局性的思考。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当代电影》杂志社副编审檀

秋文认为，罗艺军先生对20世纪中国

的解读可以用“西学东渐”、“救亡图

存”来概括，并以此思考了中国电影作

为舶来品，如何建立自身电影美学传

统的问题。

本报讯 日前，“精准扶贫”题材电影

《大事》在京举办首映礼。影片导演陈茂

林，编剧郭明辉，主演张光北、朱宏嘉、云

兰、贾旭明等参加发布会并与现场观众

交流拍摄心得。

《大事》通过镜头聚焦“脱贫攻坚”这

一火热的战场，用光影记录脱贫攻坚的精

彩瞬间，艺术地再现了脱贫攻坚伟大征程

当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折射

出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

导演陈茂林表示，为了展现好“精准

扶贫”，主创团队在筹拍期间，先后十余

次去到安徽大别山乡镇采风走访，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实地考察体验，力求以

影视视角生动再现在“脱贫攻坚”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那一个个不为人知的

人物情感细节。

尽管是这样一个题材，青年导演陈

茂林在创作上却大胆采用了喜剧形式。

全片用温暖明亮的轻喜剧风格，讲述天

然附着艰难底色的扶贫故事。拍的是扶

贫，却少有愁苦与消沉，让观众在笑声中

感悟扶贫带来的美好前景。

“《大事》在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差异

矛盾中提炼出喜剧元素，对缺点加以艺

术渲染和讽喻，又能以同理心理解他们

的生存状况，以层层递进的形式描写主

人公的心理变化。”陈茂林说，影片在生

活、趣味、戏剧性的外表下，表现出对农

民、农村的最深沉的爱与思考。

主演云兰饰演的苏小玲代表了一大

批年轻的扶贫女干部，她们善良、有勇

气、有行动力。她表示：“当时我住在一

名乡村女干部的家里，我跟她同吃、同

住、同劳动，给我最大感受是他们当地人

的热情和淳朴。这些乡村女干部通过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

话之后，真正把精准扶贫落实到了实

处。她们带我去走访了之前的那些贫困

户，看到那些贫苦户的条件真的好了起

来，我能感受到他们作为扶贫干部的艰

辛和不容易。”

演员张光北饰演的“倔老头”为了儿

时的遗憾一生守护，是个重情重义的老

汉形象。他表示，整部影片以人带事，以

人带史，用主人公的选择与命运抓住观

众，用性格碰撞形成戏剧冲突的张力和

高潮。

据悉，影片将于 3 月 12 日在全国

公映。

（林琳）

表达对农村最深沉的爱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
《大事》在京首映

罗艺军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

方面的成果，其人品与学品都将作

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供后辈学者传

承与学习。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指出，罗艺军体现了中国电

影评论面向实践、面向银幕、面向观

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

化的气质和优秀传统，拥有一位批

评家的胸怀和雅量，这也是当前电

影学者所需要的人品与学品。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胡克指出，罗艺军具

有从学术出发，不被政治左右；实事

求是，不唯权威至上；注重学术与实

践的关系，不受学术观点与宗派影

响的关于“仁”的品质。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认为，

罗艺军不仅是电影研究方面的集大

成者，而且是一位具有人格典范的

批评家，其人品与学品可以用直率、

善意、精道来概括。上海大学上海

电影学院教授陈犀禾回忆，罗艺军

是一位观点鲜明、敢于坚持的学者，

通过《关于<武训传>批判》、《夏衍未

实现的电影遗愿：修改<中国电影发

展史>一、二卷》等文章可以看出，他

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和不惧权威的

学术品格。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墨从“罗艺军如何成为罗艺军”的

角度出发，阐述了他独立思考的精

神品格，同时认为他参与创办的金

鸡奖评奖活动开创了中国电影新的

文化格局。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

院长厉震林以“写评论就是写自己”

为题，从罗艺军的生平事迹中阐述

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诗性品格，并

将其提升到文明建设的高度。《电影

艺术》杂志原编辑部主任陈宝光回

忆了当年与罗艺军先生的私人交

集，以艺术人类学的新视角对先生

的人品、学品进行解读。

中国电影出版社离休副总编

辑、罗艺军先生的夫人徐虹女士对

研讨会的举办单位和前来参加会议

的嘉宾、专家、学者们表示感谢。同

时回忆了她与先生一起走过的79年

时光以及共同从事编辑和电影评论

工作的经历。

最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

副会长张卫对与会专家的发言进行

总结，并对中国电影今后的理论发

展提出美好愿景。张卫认为，此次

研讨会中，各位专家主要从以下五

个角度，畅谈了罗艺军与中国电影

美学建设的理论贡献。

一是围绕罗艺生对中国电影

民族化美学的倡导和贡献，以及先

生通过国际视野、民族维度对中国

电影美学做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

阐释展开，认为其为中国电影建立

文化自信、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保

持中国电影品格具有重要意义；二

是高度评价了罗艺军参与组织的

金鸡奖评奖活动，在主持金鸡奖时

提出的“学术”、“民主”的评奖宗旨

开创了中国电影界的评奖新风；三

是专家对罗艺军在《电影艺术》杂

志担任主编、在中国电影评论协会

担任会长时，从事的电影理论评论

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

定；四是围绕罗艺军参与的关于中

国电影理论批评等方面的重要文

献梳理工作展开讨论，认为这是对

中国电影美学和理论的宏观性、整

体性的思考成果，为中国电影美学

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五

是从罗艺军的人品与学品角度展

开研讨，高度赞扬了他的人文品格

与独立精神，同时指出他的人品与

文品，是留给后辈学者源源不断的

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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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启示与现实意义

罗艺军的理论观点影响了几代

中国的电影学者，在当下依旧具有前

瞻性和现实意义。中国电影家协会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充分肯

定了罗艺军对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

构做出的卓越贡献。并指出中国电

影当前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

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充分显示了自身

的强大韧性和巨大空间。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年建成

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在“十

四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更应担负

起历史责任，与人民同行，为英雄立

传。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胡智锋指出，罗艺军也是电影事业

发展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电影教育

和学术发展中重要的培育者和引领

者，在电影民族化理论研究的方向、

价值观、方法论以及电影实践等层

面，给予当下学者深刻的启示。中国

文联办公厅主任邓光辉指出，罗艺军

在学术研究中的精神风范值得后辈

学者敬仰，在新时代，电影学者应继

续坚持电影理论的正确方向，明晰电

影理论的基本命题、保持优秀的理论

品格和生动的理论形态，担当起应有

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文艺评论协会副主席、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通过细读《中国

早期电影理论观念和电影文化思考》

一文认为，在研究中，应以辩证的方法

弘扬民族传统，关注西方理论的本土

化转换，从中国电影中寻找中国电影

学派的立学根基和立派之本；在创作

方面，通过 2021年的春节档，反思了

中国电影创作在电影娱乐美学的鼓励

下，品位缺失与审美缺陷的问题。北

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王海洲认

为，罗艺军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当今中

国电影的美学发展做出了前沿探索和

道路指引，在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电

影美学之间建构了研究框架，且细化

了中国电影意象造型美学的研究。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

新在通读罗艺军的相关文献和资料

后，用“因勇成文，聚文成史”概括了

先生的学术研究和精神风范，同时反

观自身，指出当下在学术研究中，因

反复申论导致的学术浪费问题。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理论研究室主

任左衡从罗艺军的文风出发，探讨了

他在表达中以执行力和经验为主导、

以寻找为中介，以逻辑归纳为升华的

三个书写层次，引出了在当前美学探

索中关于哲学、复古等原则问题。北

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认为，罗艺军

的理论著作大致分为对“十七年”电

影时期的反思、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建

构以及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研究

三类，这些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对当

前的电影界依然具有启发性。

◎人品与学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