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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建设

文化强国的新蓝图，电影作为文化强

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发展质量直接关

系到文化强国建设进程。王晓晖同志

在 2021 年全国电影工作会上强调，中

国电影仍处在黄金发展期，电影强国

建设征程已经开启，前景光明、未来可

期、大有可为。电影强国建设的核心

任务就是要推进电影高质量发展，这

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

是中国电影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

要。

2020 年，中国电影人在大战大考面

前沉着应战，推动电影产业在全球率

先复工复产。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延

续强劲复苏发展态势，春节档、清明节

档各项数据再创新高。中国电影的繁

荣景象，更坚定了电影人走好中国电

影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信心和决心。中

国影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电影人的桥

梁和纽带，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更

广泛地团结引领电影工作者，坚定不

移地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朝着电影

强国建设目标，阔步前行。

一是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一主题，提升创作品质。王晓晖同

志在提到当前电影创作面临的问题时

指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

峰”的现象仍然存在，高品质、多样化、

可持续的创作生产能力还有待继续提

升。电影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重在提升

质量、提高效率、激发动力。中国影协

将以创作优秀电影作品为中心环节，

通过评奖办节、理论评论、项目扶持等

方式，加大创作引导力度，推动电影创

作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特别是从

创意、剧本环节入手，引导电影工作者

提高原创力和创新力。

二是紧紧扣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引导创作

方向。电影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不断推出丰富优质的电影作品，来满

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

需求，以高质量的精品创作，增强人们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丰富人民精神

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国影协

将继续深入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发挥人才及资源优

势，积极参与电影精品创作。目前，中

国影协组织策划了《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来临》、《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县委

书记谷文昌》、《我是警察》系列电影等

多个电影项目，力争以更多精品礼赞

时代、奉献人民。

三是自觉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人心”这一任务，发挥引领作

用。中国电影诞生以来、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事业始终与时

代同进步、与国家共成长，与人民心相

印，生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各个历史时期，

电影都发挥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

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

影协也始终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主要任务，通过教育培

训、宣讲推介、志愿服务等方式，团结

引导电影工作者，创作更多唱响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的电影

作品，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穿于电影创作生产传播全过

程，为电影发展凝魂定向。

四是有效激活“改革创新”这一动

力，全面深化改革。电影的高质量发

展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始终

坚持创新在电影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

位。王晓晖同志对当前电影产业发展

提出要求，要提质增效强产业，有效激

发电影发展动能动力，更加注重以深

化改革增强内生动力，推动产业链条

更加完善，行业结构更加均衡，利益分

配更加公平。中国影协将发挥行业组

织连通产业上下、行业内外的作用，对

当前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不断丰富和延伸工作手臂，更

广泛地调动各创新主体积极性，激发

产业潜能，促进电影工业化体系建设，

推动多领域产业融合。

五是充分发挥“国家名片”这一重

要功能，展示良好形象。当前，世界电

影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电

影必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要求，保

持强大的竞争力。特别是进入新发展

阶段，电影工作者需要以更高站位、更

宽视野，把握中国电影的国际坐标，做

强电影产业竞争力、市场影响力、发展

生命力。中国影协将利用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金鸡国际影展、华语青年电

影周等对外窗口，积极推介弘扬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的优秀电影作品。扎

实做好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工作，细

化评价指标、完善奖项设置，以更高标

准对标国际，打造中国电影品牌。紧

密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电影界的

交流，形成合力，提高参与国际市场合

作与竞争的能力。

六是始终坚持“德艺双馨”这一人

才标准，加强队伍建设。电影是给人

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

电影工作者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

平 、道 德 水 平 是 影 响 电 影 作 品 的 根

本。面对中国电影工作者结构性变

化，中国影协将进一步做好电影人才

特别是新文艺群体电影人才的教育培

训、服务管理工作，改进会员工作机

制，充分发挥电影界职业道德建设委

员会作用，引导电影工作者争当文艺

战线的排头兵，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

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

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电影高质量发展之路，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中国影协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影协工作的体制机制，团结引领电影

工作者，站稳立场、明确方向，凝心聚

力、开拓进取，以实际行动续写中国电

影的荣光，以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成绩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适应我国加入 WTO 后的形势

变化，2002 年底，党的十六大作出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

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吹响了

新世纪电影改革发展的号角。中国

电影人在之后的产业化实践中，在竞

争加剧、科技升级的大环境下，也与

时俱进、坚持创新，在资金投入、演员

阵容、制作手段、特效技术等方面进

行升级，提高了影片质量，增强了观

赏效果。

产业化改革以来，有近二十部反

映解放战争的影片被拍摄、制作和修

复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些影片在配

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及重大节庆活

动献礼放映的基础上，还通过多类

型、多角度向不同圈层的观众弘扬了

主旋律、传递了正能量，也自觉参与

市场竞争，赢得观众口碑。多部作品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社会效益方面，产业化改革

后，中国电影在题材和类型上对于解

放战争的表现视角更加丰富、风格更

加多样，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和

欣赏口味的观众群体都能在各自喜

爱的影片类型中重温解放战争的光

辉历程，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2009 年，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太

原市委宣传部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创作的大型文献电影《决战太

原》，通过战地记者拍摄的原始资料、

战争遗迹遗物的展示以及战争亲历

者生动叙述，高度赞扬了为新中国成

立做出重要贡献和英勇牺牲的革命

前辈，表现了解放太原对于华北全境

解放、全国解放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

义和深刻历史内涵。

2011 年，由河北西柏坡影视制作

中心、上影集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联合制作的动

画电影《西柏坡》则以真实历史作为大

背景，通过轻松童趣的创作风格，用孩

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西柏坡。

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

长朱毓平表示，制作《西柏坡》是当时

的一次尝试：“我们的目标是为小朋

友们拍一部红色经典，给孩子们打造

一部好看的动画片，我们在影片中加

入了很多动物角色，它们的戏份也很

重，小朋友在看这些动物的时候都特

别喜欢。”

2012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河

南小皇后豫剧团等联合出品了豫剧

电影《铡刀下的红梅》，影片改编自曾

获第九届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

品奖的同名豫剧，讲述了少年英雄刘

胡兰从天真稚气的小姑娘成长为坚

强不屈的共产党人的闪光历程，以传

统戏曲生动阐释了革命历史。

在拍摄新片的同时，电影人也在

通过新技术修复老电影，让经典影片

焕发新生。2019 年，由中国电影资料

馆联合百度共同修复的纪录片《解放

了的中国》重新上映。

据介绍，中苏合拍的纪录片《解

放了的中国》记录了新中国诞生时很

多珍贵的镜头，堪称国宝级的珍贵历

史档案。但由于我国电影档案保存

体系是上世纪 70 年代才逐步建立的，

早年影片胶片齿孔收缩 ,彩色褪色十

分严重。

2018 年 12 月，该片的修复工作被

提上日程，历时 9 个多月，经过转数修

复、人工修复、艺术修复三个步骤，完

成了清晰度、色彩、声音等多项内容的

数字化科学修复，影片在高度保真的

基础上，在画质和音质方面均有显著

提升。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在

首映现场观影后感慨说：“能看到这样

一部影片，是我们的幸运，这部影片让

我们所有人看到了新中国的黎明，这

也是修复这部影片的意义。”

同样是在 2019 年，经典影片《开

国大典》通过 4K 修复也再次和观众

见面。周苏岳参与了《开国大典》的

修复过程，据他介绍，171 分钟的电影

《开国大典》基础素材 15 个 TB，工作

量极大，“为了赶进度，修复师们日以

继夜地工作，经过 40 天的修复，再加

上 10 天的后期时间，在 50 天时间里

完成了 247000 格画面的修复。”

在经济效益方面，随着改革的不

断深化以及电影人的锐意进取，包括

解放战争题材影片在内的主旋律影

片经受住了新时期观众和市场的洗

礼，探索出了新的市场化道路。

2007 年，《集结号》上映，在市场

化探索上锐气十足，最终收获票房

2.1 亿元；2009 年，《建国大业》充分利

用中影的资源和品牌影响，采用全明

星阵容以及全景式、奇观化场景的呈

现，通过大片化、商业化和类型化的

策略，将军事博弈宏观、全景式地展

现出来，不仅取得创纪录的 4.2 亿元

票房，还重新确立了“献礼大片”的制

作模式；2014 年，《智取威虎山》通过

新技术、新视角，重述红色经典，不仅

保证了艺术品质，提升了观赏性，也

更加贴近当下的电影观众，最终票房

8.83 亿元，取得了市场口碑双丰收。

此外，结合重大时间节点，策划

推出重点作品，反映党和国家革命建

设改革发展伟大历程与辉煌成就，是

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而在各个重

大时间节点的献礼片中，表现解放战

争时期历史的影片也是“常客”。

2009 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建国大业》、《沂蒙六姐妹》、《鏖兵天

府》、《谁主沉浮》、《秋喜》等多部表现

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影片集中献礼；

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情怀》和动画片《西柏坡》两部电影

在当年 28 部重点献礼影片之列；2012
年上映的戏曲片《铡刀下的红梅》是

迎接党的十八大国产重点推介影片；

2019 年上映的《决胜时刻》则是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之作。

这些影片在类型上更加丰富创

新，在人物的刻画上也更加生活化、

接地气，在真实生动呈现伟人形象的

基础上，更加关注战争环境中普通人

的故事。

《决胜时刻》导演宁海强在回忆

影片创作时就表示，考虑到这是一部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片，影

片应该具有针对不同年龄段观众的

全民代入感，所以电影故事中的人物

关系设置，除了必须浓墨重彩刻画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伟人形

象之外，还必须要有生动且性格化的

普通人形象，而且要在伟人和普通人

形象之间构建自然的人物关系。

“黄建新老师是电影的监制兼导

演，他历来就特别注重人物塑造，他

觉得主旋律影片要吸引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不仅要靠视觉支撑，更要

靠丰富的人物塑造。创作《决胜时

刻》时，我们在展现生动的人物形象

上下了很多功夫，用情感推动故事发

展。像陈有富、田二桥以及新华电台

播音员孟予等三个普通青年人与毛

主席情感互动的桥段和众多情感细

节都是精心设计的。”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2022 年又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各

省市目前都在准备相应的重点影片

项目。据悉，四川省的《胜利日》，江

苏省的《决胜淮海》、《问鼎钟山》，山

东省的《开国将帅授勋 1955》，重庆市

的《战斗在山城》、《挺进报》等与解放

战争相关的电影项目皆已处于谋划

或推进阶段。

2003年至今部分解放战争题材影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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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

曾克林出关

集结号

建国大业

沂蒙六姐妹

鏖兵天府

谁主沉浮

秋喜

决战太原

先遣连

西柏坡

情怀

铡刀下的红梅

一号目标

智取威虎山

决胜时刻

打过长江去

解放·终局营救

解放了的中国

开国大典

导演

安澜

冯小刚

韩三平/黄建新

王坪

李康生/钱路劼

陈力

孙周

郝蕴/孙莉

胡雪杨

王加世/陆成法/印希庸

曹桂千

王冰河

翟俊杰/翟小兴

徐克

黄建新/宁海强

彭顺

李少红/常晓阳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伏尔克

肖桂云/李前宽

备注

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片奖

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第2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纪录电影
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

动画电影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

戏曲电影

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电影特别表彰

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修复版

4K修复版

◎ 2003年至今
以创新艺术手法和技术手段赢得新一代观众 追求口碑与市场双赢

中
国
电
影
家
协
会
分
党
组
书
记
、驻
会
副
主
席
张
宏
：

凝
心
聚
力
走
好
中
国
电
影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学习贯彻全国电影工作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