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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根据《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 促进

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和《中国

电影（2021—2025年）发展规划纲要》，

重庆市结合实际编制并于近日对外公

布了《重庆市“十四五”电影业发展规

划》。

《发展规划》盘点“十三五”期间

重庆电影业发展情况，按照“生产抓

原创、影院抓回归、惠民抓普及”的

思路接续奋斗，电影生产创作佳绩

频出，影院管理更加完善规范，惠民

电影工程稳步推进，电影市场稳定

发展。备案电影 239 部，拍成 90 部；

票房收入 63.36 亿元，观影 18733.66
万人次；新建影院 154 家，新增银幕

数 637 块；放映公益电影 59.82 万场，

惠及民众 8624.70 万人次。制定“普

遍加重点”扶贫方案，投入补贴资金

860 万元，建成室内固定放映厅超过

760 个，为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 19 个

室内放映厅统购放映设备，改善贫

困群众观影条件。颁布实施《重庆

市惠民电影公益放映管理实施细

则》，率先出台《重庆市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办法》和《重庆市电影扶垚计划管理

办法》，确保电影有章可循，促进管

理规范有序。

《发展规划》确定了“十四五”时期

重庆电影业力争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

增长极和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力源的整体目标，关键目标立足

于“四个提升”：提升电影立项数和出

品量，每年立项60部左右，完片量稳定

在 15—20部；提升标志性和有较高显

示度的作品数量，力争推出 3—5部在

国内外重要电影节展有所斩获的作

品，继续培育由本市主投主控且票房

过亿的电影项目；提升单银幕产出和

影院整体经营水平，银幕数量达到

2000块以上；提升重庆电影整体票房，

年均票房总额 15亿—18亿元，增长率

稳定在6%—8%，力争“十四五”末年度

总票房90亿元。

《发展规划》还明确了 11 项重点

任务：

一是新推一个计划：重庆电影“黄

桷”计划，扶持和培育市内外优秀电影

人才和企业。

二是主抓一批影片：孵化优秀电

影项目，结合重大时间节点提前布局

主题创作，争取推出8—10部优秀本土

电影项目。继续办好“重影杯”电影剧

本征集，发现人才、推出新作，强化获

奖剧本的本地转化。讲好重庆故事，

挖掘本土题材，建立重点题材项目库，

跟进服务重点项目的拍摄制作和宣传

发行。促精品聚人才，鼓励和引导国

内外知名影企和影人为重庆定制

影片。

三是筹建一个中心：电影版权服

务中心，加强电影创客小镇建设，积极

服务青年电影人才、电影工作室、电影

相关机构。

四是打造一座影城：西部数字影

城，推进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数字

摄影基地、永川重庆云谷·影视产业创

新服务中心先进影像和数字内容制作

平台建设，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与电影

结合，发展“电影重庆制造与智造”。

五是优化一个平台：一站式服务

平台，优化重庆市电影制片一站式服

务平台，为来渝电影拍摄团队选景提

供更便捷高效地服务。

六是命名一批基地：选评一批市

级影视基地，打造“一核两带”的全域

影视基地，着力打造西部数字化影城、

科技中心与电影后期制作中心。

七是建成一批影院：示范性乡镇

影院，建成 100家示范性、标准化乡镇

影院，每个影院 2—3个厅，座位数 100
以上，放映厅不少于 200个，安装使用

2K及以上数字放映设备，推动提升影

院可持续经营能力。

八是实施一项惠民工程：惠民电

影公益放映，扩大放映规模，确保完成

“一村一年十二场”公益放映任务，保

障社区全覆盖；推进室内固定放映厅

建设；优化“惠民电影”App平台。

九是打造一个联盟：巴蜀电影联

盟，打造“巴蜀电影联盟”，实施“巴山

蜀水情”电影培育工程，打造品牌电影

活动，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影

发展新格局。

十是树立一个品牌：“山水之都·
光影重庆”电影文化品牌，申办巴蜀双

城电影节、继续办好“巫山艺术电影

周”、重庆青年电影展、中国（白沙）影

视工业电影周、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

黔江少数民族电影展等节庆活动。

十一是建设一个高地：中国电影

评论高地，举办两项长期性的国家级

电影活动——“中国电影评论高峰论

坛”和“中国电影评论年度评选”。

《发展规划》提出一系列保障措

施：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党

委宣传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的体制

机制，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区县积极

性，推动重庆电影业在“一区两群”协

调发展。完善和强化扶持政策，实施

好“重庆市电影扶垚计划”，推动成立

“促进重庆电影发展专项基金”。提

升管理服务水平，加强备案立项、影

片审查、市场准入的管理和服务，加

强和完善电影审查委员会和专家库

制度建设，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

服务”，严厉打击盗版、盗播等电影侵

权行为，严厉打击票房造假、虚假宣

传、恶意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

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重庆电影业全产

业链人才队伍建设，行业培训、跨域

培训、本土培训、校企和校际合作、搭

建高校联盟等。

（何沅）

本报讯 3 月 30 日，重庆市电影

局在江津区召开 2021 年全市电影

工作会，会议传达学习 2021 年全国

电影工作会精神，安排布置 2021 年

度电影工作，九龙坡、铜梁、奉节等

3 个区县做了 2020 年电影工作先进

经验交流。

回顾“十三五”时期，重庆全市

电影备案 239 部，拍成 90 部，平均每

年完成 18 部，与“十二五”相比，完

片 量 和 年 均 完 片 量 增 幅 分 别 为

119.51%与 125.00%。在实现了制片

数量和质量双提升的同时，《血战

湘江》、《幸福马上来》、《白云·苍

狗》、《妈妈和七天时间》等重庆多

部本土电影荣获大奖。“十三五”时

期，开发“重庆惠民电影”APP，惠民

电影公益放映 59.82 万场，惠及民众

8624.70 万人次。在全国率先实现

行政村、中小学、农民工和主城社

区公益电影放映全覆盖。惠民电影

从站着向坐着、从室外到室内、从

分时段到全天候观看过渡的目标基

本实现。投入补贴资金 860 万元，

建成室内固定放映厅超过 760 个，

为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 19 个室内放

映厅统购放映设备，切实改善贫困

地区、贫困群众观影条件，助力脱

贫攻坚。

会上，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电影局局长张洪斌对 2021 年电

影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表示，2021
年，要抓住庆祝建党百年这个主题

主线，推出一批重点电影作品，要

重点推动《挺进报》、《王良军长》、

《红色商行》、《战斗在山城》、《牧蜂

姑娘》、《伴山伴水》等革命历史题

材、现实题材的作品创作，力争做

成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

力作。

“十四五”期间，还要继续大力

打造以“一核两带”为中心的全域

影视基地，命名授牌一批市级影视

基地，推进重庆市全域式、组团式

影视基地建设，努力实现“拍重庆”

到“重庆拍”的转变，继续做好电影

制片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在渝影视

企业提供便利。

此外，会上还提出做好惠民电

影放映供给侧改革。各区县电影主

管部门要因地施策做好电影工作，

从电影政策的制订实施、电影市场

的 规 范 管 理 、电 影 项 目 的 创 作 生

产，以及完成惠民电影放映任务等

方面想办法、出实招、取实效。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供稿）

本报讯 3 月 31 日，由山西广

播电视台、北京盛世影隆联合出

品，反映山西脱贫攻坚辉煌成就

的主旋律电影《谷子地》在山西

太原首映。山西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骞进，山西广播电视台党组

书记、台长刘英魁，山西广播电

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晓春等参

加首映礼。影片导演翌翔，主演

李 东 学 、苏 濛 濛 、王 丽 云 、林 妙

可、禄长恩、齐航等主创也登台

与观众交流，现场宣布影片定档

4 月 9 日。

电 影《谷 子 地》由《百 团 大

战》导演宁海强担任总导演，《中

国蓝盔》导演翌翔执导，魏人编

剧，李东学、苏濛濛、林妙可、刘

之冰、冯国庆、王丽云、赵宁宇、

禄长恩、苏丽、齐航等主演。影

片以山西革命老区真实扶贫故

事为原型，讲述了吕梁兴县寒门

学子谷子、齐红学成归来后，在

扶贫干部小静帮助下，努力振兴

兴县小米产业，齐心协力帮助父

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

发布会上，电影中所反映的

山西扶贫工作的重大成果和兴

县劳动人民所展现的自强不息

的吕梁精神得到多方肯定。吕

梁市政府一级巡视员尉文龙表

示：“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吕梁

精神，是我们山西人民的财富密

码，是脱贫攻坚的伟大能量。如

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把

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

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兴县县委书记刘世庆在首映

仪 式 上 发 出 诚 挚 邀 请 ：“《谷 子

地》以脱贫攻坚为创作背景，以

兴县小米为主要描述对象，热情

颂扬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追

求美好生活、攻坚深度贫困的顽

强斗志，是对新时代吕梁精神地

深情讴歌，也是脱贫一线攻坚克

难、战斗场景的缩影和再现，是

一部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精品

力 作 。 佳 片 有 约 ，也 是 兴 县 有

约。兴县是著名的晋绥边区首

府所在地，历史文化悠久、红色

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转型

势 头 强 劲 ，衷 心 希 望 各 位 来 兴

县，读历史，赏风光，谋发展。”

电影中，两位自主创业的吕

梁儿女和扶贫干部分别由李东

学、苏濛 濛、林妙可出演。李东

学在片中饰演扎根家乡、无私而

坚韧的吕梁汉子谷子，将从高中

求学一直演到中年创业，横跨 20
余年，表演极具挑战性。现场，

李东学表示，为演好这个坚毅奋

发的吕梁汉子谷子，不但提前深

入兴县采风，体验扶贫工作，还

特意学了一口山西方言，他说：

“这是一段特别难忘地体验，中

间还有大量的山西方言，这个角

色会让我特别接地气，谷子地，

是告诉我们不要忘本，不忘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不忘记老百姓

的哺育，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和民

族越来越强大。”

影片女主角齐红由苏濛濛出

演。她在戏中与李东学有不少

感情戏，两人最终并肩作战，一

起谱写一曲创业赞歌。曾荣获

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的刘之冰此

番在片中出演一位红军老战士

冯拐子，这一人物的原型是晋绥

边区的红军老战士。王丽云出

演男主角母亲一角，主演过《激

情燃烧的岁月 3》的冯国庆、参演

过《建军大业》的赵宁宇、“奥运

女孩”林妙可等也都在片中有精

彩演出。 （姬政鹏）

本报讯 4 月 2 日 ，“ 小 雅 如

歌——陆小雅影片回顾展暨学术研

讨会”在上海举行。“第四代”导演陆

小雅参与了此次活动，她感慨，电影

是她一生的钟爱，甚至是信仰。

现场，20余位专家学者到场，围

绕陆小雅作品中的女性观念、现实

主义、理想主义和镜语体系等议题

进行研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

旨在挖掘作品中承载的社会忧患与

人文关怀，体认时代的气质与魅力，

从“第四代”导演、作品及优秀的中

国电影传统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

富，为当今电影理论研究和创作实

践提供导向力量。

活动由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上海电影家

协会联合主办，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杂志社及

峨眉电影集团协办。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大学上海电

影学院教授、《电影理论研究（中英

文）》执行主编黄望莉主持。上海大

学上海电影学院党委书记李坚，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赵

芸，峨影集团董事长、四川电影家协

会主席韩梅以及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朱枫先后发言。他们简要重温

了陆小雅导演的艺术成就，赞其艺

术生命四季常青，并介绍此次会议

旨在挖掘作品中承载的社会忧患与

人文关怀，体认时代的气质与魅力，

从“第四代”导演、作品及优秀的中

国电影传统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

富，为当今电影理论研究和创作实

践提供导向力量。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北

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王海洲，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秦喜

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

程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陈犀禾、金丹元，中央戏剧学院影视

系主任武亚军，上海戏剧学院电影

学院院长厉震林，四川省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峻冰，西南

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安燕，中国

电影资料馆电影史学研究室副主任

李镇，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副教授庄君等 20 余位专家学者到

场，围绕陆小雅作品中的女性观念、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镜语体系等

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虑周藻密的

分析与阐释。

闭幕式上，陆小雅对研讨会的

举办表达谢意的同时，感慨电影是

她一生的钟爱，甚至是信仰。上海

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执行院长何小青

在随后的闭幕总结中高度认可了本

次研讨会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意

义，并再次对导演旺盛的创作活力

和真挚朴实的艺术匠心致以敬意。

另悉，在 2021 年北京国际电影

节期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将举办陆

小雅导演电影回顾展及导演见面

会。 （胡玉清）

聚焦山西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

主旋律电影《谷子地》太原首映

陆小雅影片回顾展暨学术讨论会上海举办

重庆发布
“十四五”电影业发展规划

重庆召开2021年电影工作会

本报讯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大力支持，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电影《歌声的翅膀》已于 3 月 28 日

上映，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

评。多位电影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对

该片的主体立意、艺术水准、创作手

法、突破创新给予了高度肯定，称赞

该片“以艺术形式书写大美新疆，是

中国音乐歌舞电影的全新探索”。

近日，记者采访了《歌声的翅膀》

出品方天山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副

厂长阿不都吾甫尔·阿不力孜，以及

天山电影制片厂党委委员、人力资源

部部长刘兰，听他们解读这部影片。

阿不都吾甫尔·阿不力孜表示，

该片在全区的发行放映和观众组织

工作，对当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推动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三位片中人

的行走和追寻，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

种隐喻。他表示，雄浑的慕士塔格冰

峰，不仅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高峰，

更寓意着两代人一直在攀登的艺术

高峰，优美的“雪莲歌”，这是对两代

人纯洁的心灵、坚韧的精神的领唱。

时代的脉搏在影片中激情跳跃，包含

深情的音乐梦想在作品中放飞翱翔，

跟随影片的节奏，观众最终抵达的不

仅是艺术的彼岸，还有精神的高地。

用歌舞电影为新疆当代画像是

最合适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电

影《歌声的翅膀》不仅为中国歌舞电

影探索了一条新路，更充分展示了在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新疆社

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

卷。

刘兰表示，随着该片的公映，对

正面宣传新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

业的大好局面，助力新疆旅游、经济

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改造升级新疆

歌舞，探索新时代中国歌舞电影创作

之路都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阿不都吾甫尔·阿不力孜表示，

在创作中，我们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聆听了时代声音，并坚持做到了与时

代同步伐，新疆的山川、森林、沙漠、

湖泊都会让人流连忘返，这部电影向

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美丽、多姿多彩

的新疆。

（赵丽）

《歌声的翅膀》：

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美丽、多姿多彩的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