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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电影集团新片
《八百矿工上井冈》获专家点赞

本报讯 近日，电影《八百矿工上井

冈》审片会在潇湘电影集团举行。湖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湖南省

总工会主席周农，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湖南省电影局局长胡代松，湖南省总

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徐文龙，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王邵刚，

党组成员、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傅

筝，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慧

东，党组成员、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总工

会纪检监察组组长钟心，党组成员、副主

席宋峥嵘，湖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欧阳文风，副处长刘开云，衡阳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成新平，及原湖南有线电视台

台长、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原纪检组长黄

河清，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龚旭东，湖南省作

家协会名誉主席蔡测海，编剧、作家叶牮

等参加活动。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潇湘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谷

良，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王柯，集团领导欧阳翀、吴拥军，

编剧、制片人邓泽辉，导演邓楚炜及潇湘

电影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研讨。

电影《八百矿工上井冈》由潇湘电影

集团青年导演邓楚炜执导，邓泽辉、邓楚

炜编剧，著名导演胡玫担任艺术指导，中

国电影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康健民担任

艺术顾问。影片以上个世纪 20 年代为历

史背景，讲述了处于水深火热的水口山

矿工为争取工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发

动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并取得彻底胜利，

在斗争中建立起工人武装队伍的故事。

影片剧本创作耗时近三年，先后完成了

12 稿剧本，历经五次专家研讨和项目论

证，才正式投入拍摄制作。

研讨会上，谷良就影片创作情况进

行介绍，与会专家从影片现实立意、创作

手法、艺术呈现、叙事结构等多角度出发

对初版样片展开深入分析研讨，提出了

意见、建议。

周农对影片给予了充分肯定：“影片

主题选得好、内容好、拍得好，震撼人心、

让人深受教育，祝贺潇影集团，祝贺我们

的主创团队。”他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反

映工人运动的电影不多，“潇影集团和我

们的主创团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拍好

这部电影非常的不容易，吃了很多的

苦。影片叙事清晰、情感细腻、催人泪

下，生动地展现了一段我党领导下的工

人运动历史，是对水口山工人运动精神

的一次重要展示，极具教育意义。相信

影片公映后一定会在全国产生深刻的影

响，赢得市场的认可、观众的满意。”

他还希望主创团队能够充分吸收有

关意见建议，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进一步

打磨好影片，同时策划好宣发工作，全力

推出一部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

一的精品力作，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众

人拾柴火焰高，湖南省总工会将对影片

给予全力支持”。

“影片填补了水口山工人运动在影视

作品上的一段空白，对于传承红色基因、

鼓励时代新人，缅怀革命先烈具有重要意

义。”胡代松表示，作为一部正能量的主旋

律电影，影片创新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

无论是长镜头、分幕式结构及对色彩的把

控，都体现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希望主

创团队秉持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进一步

打磨完善好影片，科学制定发行方案，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徐文龙表示，从影片立项到如今样

片的呈现，潇影集团和影片主创团队都

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作为一部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我们的青年导演对影片的拿

捏十分到位，同时也呈现了许多艺术创

新之处。故事脉络清晰、叙事流畅，很好

地塑造了一批底层的人物群像，整体气

势出来了、气场出来了。希望主创团队

在后期制作环节，进一步加强对影片节

奏的把控与细节的优化，讲好工运故事，

打造时代精品。

谷良表示，电影《八百矿工上井冈》

一直以来得到湖南省总工会、省委宣传

部、省电影局等单位的关心、支持与指

导。各位专家对影片给予了许多富有建

设性的意见建议，潇影集团一定不负众

望、全力以赴打磨好这部作品，让广大观

众重温水口山工人运动这段辉煌历史，

向党的二十大和中国工运一百年献礼、

致敬。 （姬政鹏）

本报讯 由英中电影合作研发中心

(UK-China Film Collab，下文简称 UCFC)主
办的大型电影节 Odyssey 英国华语电影

展 映 在 5 月 10 日 在 伦 敦 和 爱 丁 堡 开

幕。近日，电影节又公布了 10 场中英电

影产业论坛的相关信息。这 10 场产业

论 坛 将 探 讨 中 英 电 影 合 作 的 前 沿 话

题。论坛还将推出两个特别主题单元，

分别探讨“中国女性策展人的崛起”及

“中国地域性电影”。

主办方介绍，这十个论坛主要探讨

中英电影合作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英

中电影合作的新商业模式与机遇”、“在

英国发行中国电影的新策略探索”、“中

国展映英国电影的潜力与困境”等传统

市场话题，也有颇具前沿性的“虚拟制作

对英中合拍电影的潜在影响”的讨论，另

有“英国电影在中国的受众报告”、“当下

英国媒体对中国电影的评论分析报告”

等拓展至观众、舆论等方面的聚焦。此

外，还有“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的未来与国

际合作空间”、“可持续发展主题作为中

国电影国际化之策略”等中国电影“走出

去”的话题，以及“中国地域性电影”、“女

性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实践：女策展人

的崛起”等学术向话题。

来自 UCFC 的策展人、国际短片节负

责人、资深电影制片人、中外电影学者、

电影创作者、音乐家、电影业界专家等论

坛嘉宾，将亮相论坛，深入探讨中英电影

领域的前沿话题。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张琦执导，常远、辣目

洋子领衔主演，王成思、郭祥鹏、周大勇、陶

亮、高海宝、李海银、苏伊可主演的喜剧电影

《绝望主夫》发布一组现场照，正式宣布

杀青。

《绝望主夫》讲述胡铁男（常远 饰）因一

次意外“坠入”女性至上的异世界的故事。

在这女尊男卑的世界里，老婆许薇薇（辣目

洋子 饰）当家做主，胡铁男自己则要洗衣带

娃，连酒友也成了男闺蜜。“钢铁直男”哪能

受这份气，誓要掀翻这啼笑皆非的世界。本

片紧贴近年普通人群所关心和热议的社会

话题，创造出一个性别颠倒的焕新世界，男

女社会职能的调换赋予角色出其不意的幽

默感，营造出故事性和沉浸感兼具的超现实

空间，带观众一同踏上脑洞大开的奇幻

旅程。

除了大胆新颖的题材设定，本片的演员

阵容也十分亮眼。常远爆笑演绎胡铁男一

角，这位“成功学大师”在进入“女性至上”的

异世界后，无奈开启“全职主夫”模式，一边

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一边向女性主导社会

的规则叫板，欢乐忙不停。辣目洋子则饰演

胡铁男的妻子许薇薇，塑造雷厉风行纵横商

界的职场女性角色，身份错位和地位反转的

两人将在另一个世界迎来怎样的奇妙际遇，

让大家忍不住一探究竟。不仅如此，本片还

汇聚了王成思、郭祥鹏、周大勇、陶亮、高海

宝、李海银、苏伊可等优秀演员，淋漓展现性

转世界的别样风貌，精心奉上一场诚意十

足、笑料加倍的喜剧盛宴。

该片由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北京阿里巴巴影业文化有限公司、上海

爱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影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泰洋川禾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

司出品，北京星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优酷电影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公布的《第九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名

单》中，湖南省安化县电影服务中心和怀

化金五溪新农村数字院线芷江服务站获

评“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这是湖南电

影的荣誉，也是湖南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

荣誉。

安化县电影服务中心有 15 支直属放

映队和 16 支农村放映队，配备了 31 套农

村数字电影流动放映设备和 5 套广场电

影放映设备。为了方便群众观影，还自备

了 3000 余条观影凳，为全县近 5000 平方

公里，一百余万人口提供公益电影放映服

务。安化县电影服务中心精心组织各类

专场放映活动，2007 年至 2021 年累计放映

农村公益电影近 13 万场。在县城开展的

周末广场电影放映活动，每年放映电影

300 余场，累计放映电影 2000 余场，观影人

次近 80 万；组织放映队进军营、社区、工

地、敬老院等活动，为军人、老年人、进城

务工人员和社区群众开设免费专场放

映。同时，为充分发挥优秀电影的育人作

用，安化县电影服务中心连续 17 年开展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映月活动，

并组织观影学生开展观后感征文活动，

将参赛作品编印成册，向社会和学校赠

送作品集 6000 余册。近年来，为社区困

难家庭学生免费赠送了电影院观影券

3000 余 张 ；开 展 法 制 电 影 进 校 园 专 场

1200 余场。该活动已成为益阳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品牌。

怀化金五溪新农村数字院线芷江服

务站于 2009 年 1 月成立，拥有 9 支放映队

和 1 支督查队，每年为芷江侗族自治县群

众放映电影 3000 余场。该服务站坚持农

村电影放映的公益属性，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主题，

开展系列特色鲜明的国产优秀电影展映

活动。成立了党员放映先锋队，以挑扁

担、骑摩托等方式深入地势陡峭的村寨，

使全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覆盖率达到

100%，年观影人次超 20 万。这支队伍也

被亲切地称为“扁担放映队”。每次放映

电影前，利用村村响、宣传栏等方式广而

告知。同时，创新推出“电影+课堂”放映

服务。放映《柑橘栽培嫁接技术》等科教

片时，会有县农技人员现场答疑解惑，并

根据村民需求到果园、菜地实地指导；放

映《土地确权》等政策宣传片时，会有派出

所干警、国土站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

普及政策法律常识。为改善观影环境，按

照有饮水机、有充电宝、有应急药品的“三

有”标准设置室内放映点，推动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由“露天电影”向“室内放映”转

变。目前全县新建（改建）村级室内电影

放映点共 295 个，覆盖率达 95%。

上述两个先进典型是湖南众多公益

电影放映单位的先进代表，湖南省委宣传

部、省电影局高度重视电影工作，特别是

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农村公益电影工作。

2021 年，湖南省电影局率先出台了《湖南

电影“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公益电影进

行了整体布局，提出了“公共服务要创新

升级，改革完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模

式，探索创新服务方式，稳步提高面向农

村、社区、校园等的电影公共服务水平，提

升服务实效”的总体目标。2021 年，在湖

南省委宣传部的统筹安排下，湖南省电影

局将全省农村公益电影部分工作委托给

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有限公司。主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执行单位的重新布

局，对湖南农村公益电影有着重要的帮

助。下一阶段，农村电影将着力乡村振

兴，围绕建设美丽新农村做好服务工作，

提升乡镇、乡村的文化服务质量，提高广

大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品质。 （赵丽）

本报讯 著名电影艺术家刘子

枫 2022 年 5 月 7 日因病在上海逝

世，享年84岁。

刘子枫终其一生致力于表演事

业，满怀诚挚热爱，坚守艺术理想，

在《小足球队》、《两个少女》、《二十

年后再相会》、《黑炮事件》、《错位》、

《流亡大学》、《女市长的私人生活》、

《假女真情》、《启明星》、《红色小提

琴》、《第三条线》、《天狗》、《为奴隶

的母亲》、《幸福的小河》、《毛泽东与

齐白石》等二十余部电影作品中塑

造了诸多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深

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业界专家的赞

誉。

1986 年凭借《黑炮事件》获得

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奖；2006年凭借《天狗》获得第26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提

名；2017年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表

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

（影子）

著名电影艺术家
刘子枫逝世

安化县基层电影放映现场

怀化金五溪新农村数字院线芷江服务站“扁担放映队”

Odyssey英国华语电影展映举办10场英中电影产业论坛

常远主演喜剧电影《绝望主夫》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