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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北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日前在河北省文联举

行。河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方

竹学，省影视家协会主席刘丽萍出席

会议。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康建

平主持会议。

方竹学代表省文联向河北省影视

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并提出要求: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导向，占领文艺评论高地。要以艺

术的方式吸引观众的审美关注,引导和

深化艺术欣赏、增强观众审美愉悦，以

实际行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

十大精神上来。二、要与河北影视事

业和产业保持密切联系。要多关注河

北优秀影视作品和热点影视现象，深

入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

热实践，推动创作出充满时代气息、具

有河北特色的优秀影视作品。三、要

加强影视理论评论阵地建设，营造风

清气正的环境。面对文化多元、尊重

受众的国际环境，要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刘丽萍充分肯定了省影视理论评

论工作委员会成立的重要意义并提出

殷切希望。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

会要形成一定的工作机制，承担协会

的相关工作；要发挥团队优势，通过影

视艺术基础理论、学术研究、作品评

论、推介宣传等形式，把凝聚中国审美

气质的中华美学思想与评论方法创造

性地运用到新时代影视评论实践中；

要承担起影视作品与观众接受之间桥

梁的作用,以艺术之美与评论之真滋养

心灵，引领精神追求，为繁荣河北影视

艺术理论评论事业、繁荣河北影视产

业和精品创作高质量发展服务。

新任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

会主任汪帆表示，省影视理论评论工

作委员会要发挥老中青结合、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结合、国家级专家与省市

级专业人才结合的优势，发挥京津冀

区域优势，围绕河北影视精品生产，

发挥理论评论工作的特殊作用。不

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还要有激

浊扬清、针砭时弊的批判锋芒和担当

精神，科学助力河北影视出精品、出

人才。

河北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在

宣告成立的当天，还重点传达学习了

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党

的二十大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中国影

视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

为影视艺术工作者，要自觉主动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忠诚履职，主动担当，用工

作实绩践行初心使命，以勤劳和智慧

推动影视理论评论发展，繁荣社会主

义影视艺术事业。

（支乡）

本报讯 在数字媒介与数字视觉技

术迅速发展的当下，以视觉性为主导

的创作观念，愈加凸显出电影美术在

整体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和功能。从先

期视觉概念，到整体视觉解决方案，可

以说，电影美术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

奠定了一部影片的整体形式风格与美

学品质。

作为 2022 年国庆档的重要作品，

电影《钢铁意志》在视觉表达层面呈现

出“雄浑豪放”的影像格调和“刚柔相

济”的美学特征，既蕴含一种历史的纵

深感，同时也携带着当代电影的美学

观念。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

办题为“电影美术设计与电影美学探

索——《钢铁意志》电影美术创作谈”

的第 43期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堂邀

请影片《钢铁意志》的美术指导霍廷霄

作为主讲嘉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

务副会长张卫，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

与数字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李镇，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

所副研究员徐建华与助理研究员辛姣

雅作为对话人，围绕《钢铁意志》的美

术创作及其美学风格和调性，进行深

入探讨。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

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主持。

霍廷霄在分享中介绍，创作前期，

美术团队查阅了大量五十年代的文献

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和黑白照片，

在鞍钢博物馆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对

这些资料中的信息加以提炼，梳理时

代的发展脉络，还多次走访鞍山堪景。

“进入到实地考察之后就能够体

会到场景中所蕴含的包豪斯工业化的

艺术理念，本身便携带造型的张力，所

以我并没有搭很多的景，而是在实际

所看到的场景当中做‘减法’。我们也

通过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以及外景考察

得到的信息，将电影叙事的世界观细

化，由于场景的改变，剧作也要随之发

生改变，为二度创作提供了很多条

件。 ”

霍廷霄表示：美术的创作要在历

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寻求一种平

衡，在造型语言层面要有所创新，在现

实题材的影片中也要重新挖掘、认识

造型形式的可能性，不能拘泥于历史

的真实，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当代造型

手段来展现逼真、写实的历史形象，进

行更为诗意性的表达与探索。

在张卫看来，《钢铁意志》既有现

实主义的纪实性，还有表现主义的强

烈情感。“铁水极度的亮、极度的红在

黑色的车间里凸显出来，令人想起伦

勃朗的古典主义油画。霍老师利用上

述诸多的视觉元素，让我们感受到那

个时代扑面而来的历史质感，同时被

那个时代的豪情壮志所点燃。”

李镇认为，《钢铁意志》中构建了

一种“平衡”、“中和”的美学。其平衡

感、中和感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

通过造型和色彩、整体和细节服务“刚

柔相济”的主线（家国与事业）和副线

（生活与情感）叙事。其二是当代大众

审美和现实主义审美之间的平衡，或

者说青年文化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平

衡。其三是数字媒介技术语言与传统

电影美术语言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数

字真实与模拟真实之间的平衡。其四

是通过视觉和声音的构建，使电影呈

现出一种“总体艺术”的装置感和剧场

感，这种装置感和剧场感可以让人联

想到包豪斯对整体美学的追求。

徐建华认为，电影美术是《钢铁意

志》这部影片的亮点，美术对电影时空

塑造、美学风格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影片的色彩厚重深沉，构图多

用大全景，光线设计则在暗的环境中

展现室外穿过窗户的光线；场景设计

带有工业美学的恢弘感，雪、标语等符

号也有超越视觉本身的观念意味。这

些视觉效果与人物的精神力量相结

合，形成“崇高”的美学体验。

辛姣雅表示，《钢铁意志》影像格

调粗旷阳刚，工人激情炼钢的场面视

效震撼，重金属质感强烈，极具工业美

感。电影色彩的准确运用准确表达作

品的情感和价值观。影片陈旧的色

调，以黑、灰色为主，把观众带回到那

个窘迫的年代。钢铁厂只有空中迎风

飘扬的旗子是红色的，仿佛那就是信

仰的颜色。火红的铁水也是最抢眼的

颜色符号，就像鞍钢工人们火红青春

和奋力精神般灿烂炙热。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电影学院主

办、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承办的国

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

助项目《应用数字技术的水墨动画人

才培养》，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开班

仪式。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所承办的

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艺术人才培养

资助项目《应用数字技术的水墨动画

人才培养》现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6 日在北京电影学院集

中授课。该项目旨在探索前沿数字技

术赋能水墨动画艺术创作的方式，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引领我国动画创作在技术应用与作品

艺术审美观念的导向，向影视动画、8K
超高清影像技术领域及5G信息技术领

域输入理论素养与创新意识兼备的复

合型动画艺术人才。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本艺术基

金项目负责人孙立军，国家艺术基金

监督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英，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文红，中国动漫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集团艺术委

员会陈学会，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

监督处干部刘运果，特邀专家央视动

漫集团导演陈向农，水墨动画导演杨

登云等参加了开班仪式。北京电影学

院动画学院院长李剑平、北京电影学

院中国动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小卉、北

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院长黄勇等列

席会议并发言。开班仪式由北京电影

学院动画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本

项目班主任李亮主持。 （影子）

本报讯 10 月 24 日，广东省电

影局发布《关于征集广东省重点影

片项目库入库影片的通知》，为贯

彻落实国家电影发展规划和广东

文化强省建设有关部署，集中优势

资源打造更多彰显中国精神、时代

气象、岭南风韵的电影精品，更好

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

故事，广东省电影局公开征集省重

点影片项目库入库影片。

此 次 影 片 征 集 时 间 范 围 是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2 日，评

选 时 间 暂 定 为 2022 年 12 月 中

上旬。

影片征集主题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围绕重大主题、重大事件、重

要时间节点创作的，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现实意义的红色主旋律影

片；第二类是主题积极向上，传播

正能量，投资总额超过 1 亿元且具

有较大社会影响和高票房潜力、重

要奖项获奖潜力的商业影片；第三

类是反映岭南文化，讲述大湾区故

事、广东故事，展现广东风貌，具有

鲜明岭南特色的影片。故事电影、

动画电影、纪录电影均可应征。

广东省内电影企业未获《电影

公映许可证》的作品（限剧本）均可

参与影片征集。同时应征电影企

业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信用状

况良好，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违法失信名单。

征集要求，同一家应征电影企

业同一类别限报一部影片；应征影

片必须为完整电影剧本且版权归

属应征对象；应征影片如由真人真

事改编，须有人物原型授权证明。

影片材料报送需要 200 字以内

故事梗概、2000 字以内项目策划

书、完整剧本。影片由广东省内电

影企业报送，可自行通过电子邮件

报送，亦可通过所在地级市电影行

政管理部门书面推荐报送。

广东省电影局将组织专家匿

名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审，评审结果

于 2022 年 12 月底在广东省新闻出

版（版权）电影网发布。入库影片

在广东备案立项后，按照《广东省

重点影片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

进行扶持。

（影子）

本报讯 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

影展映——希腊电影展于10月29日

启映，在为期 9 天的时间里，将为广

大观众呈现《小大人》、《工作的她》、

《房间里的客人》、《绿海》等四部具有

希腊电影独特的艺术气质的佳作，这

些影片很好的演绎了希腊电影对古

典主义美学的诠释与继承——静穆、

典雅、理性与克制。

由美国、希腊、巴西三国在 2016
年合拍影片《小大人》讲述的故事，精

准表现了少年世界中所有珍视的难

能可贵，难敌挡成人世界里的利益输

送这一现实命题。

内向敏感的中学生杰克在祖父

的葬礼上，认识阳光开朗的拉丁裔男

孩托尼，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演员。

同样怀揣艺术梦想的两人一见如

故。托尼与母亲租住在杰克祖父出

租的临街店铺里，以经营服装为生。

祖父去世后，房产由杰克的父母和姑

母继承，他们违背父亲生前的意愿准

备给这对母子涨房租，无法承担房租

上涨的母子只得搬离，杰克由于失去

了唯一的好朋友而怅然若失。影片

所呈现出的童话质感与包裹其中的

生活寓言，与大众对于希腊这个国家

的精神气质与形成了呼应。

尼考斯·兰伯特在 2018 年指导

的影片《工作的她》进行的是对于女

性社会属性审视与思考。全职太太

帕纳约塔与丈夫科斯塔斯同两个孩

子住在雅典一个环境良好的社区里，

生活平静。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对于

家庭生活的影响，曾经每天专心抚养

孩子、料理家务的帕纳约塔不得不外

出工作，做清洁工贴补家用。虽然工

作环境恶劣，偶尔还要面对盘剥，但

她依乐观、坚毅，也逐渐学会了在枯

燥的工作中寻找乐趣。即便如此，公

司要裁员的消息还是悄然而至。影

片的构思以及拍摄技法精巧，尤其是

在情节设计上面，仅仅通过一场戏，

就让观众的情绪更加深入的嵌入影

片之中。

由米凯利斯·康斯坦塔托斯执导

的《房间里的客人》同样以经济危机

为故事背景。爱丽丝和丈夫彼得罗

斯在遭遇巨大的变故后，带着儿子帕

纳约蒂斯来到一个海边小镇暂时落

脚。起先，他们在小镇上打着零工，

试图让生活回到正轨，早日返回希

腊。在琐事消磨中爱丽丝逐渐意识

到归乡的愿景只是个虚空的希望，她

与丈夫罗斯开始渐行渐远。影片笼

罩在一种淡淡的忧伤基调中，夫妻二

人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的状态，始终徘

徊于濒临失控的边缘，给观众营造了

一种始终在等待幻想崩盘那一时刻

与事件降临的氛围感。

安杰利基·安东尼奥在 2020 年

导演的影片《绿海》，是 4部展映影片

中具有希腊神话意味与戏剧气质的

一部，开头的离奇，过程的曲折，浪漫

的结尾，又充满了深意的意象，赋予

了本片强烈的特征。临近中年的安

娜失去了记忆，存留在脑中的只剩下

烹饪的手艺，

在一家廉价的海滨酒馆她得到

了厨师的工作。她烹饪的食物精致、

味美，时常能唤起诸多食客对于美味

的记忆。酒馆老板鲁拉没有社会交

际，安娜的食物让这个有些孤独的人

一次次感受到了内心的激荡。食物，

让这个酒馆里的每一个人与安娜之

间建立了情感纽带。然而，一本名叫

《绿海》的小说让鲁拉发现了这位女

大厨的真实身份。

除诞生了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及

他的作品之外，希腊是一个在国际影

坛出镜较少的存在，作品也往往被国

内影迷忽略。此次展映的四部影片

艺术手法多样、质量上乘，影片《绿

海》更是首次在国内进行放映，通过

这些影片，相信能让观众对希腊电影

留下美好的印象。 （影子）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雄安新区

雄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规范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行为，更好满足

广大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日前，河北雄县县委宣传部联

合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对雄安新区

雄县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进行了实地

检查。

雄县县委宣传部和保定市东兴

院线公司一直把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做为服务基层和群众的重要抓手，

高度重视，积极认真的安排部署放

映工作，同时不断加强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雄县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带队，

联合雄县文化执法大队和保定市东

兴院线公司负责人对雄县的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进行了入村检查，在检

查过程中，通过直接和群众面对面

交流，征求群众的建议和意见，真实

了解和掌握了放映员工作开展情况

和存在的问题。

雄县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对此次

检查给予好评：首先是重视公益电

影放映的宣传工作，拓宽宣传渠

道。积极主动与乡镇政府、村委协

调、沟通，通过广播、公示栏、微信群

等方式通知并组织好群众观看电

影；其次是积极协调放映场地，提高

放映水平。结合党史教育等红色活

动，有序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

作；第三是完善了放映基础设施。

放映队服务水平和放映质量一流，

出现小问题能及时处理，使用好观

影小凳子，方便了群众观看，增加了

观影人数；第四是疫情防控工作做

到了常抓不懈，抓好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安全工作，时刻紧绷安全这根

弦，做到了出行安全、操作安全、场

地安全。

通过此次检查，院线公司按照

雄县县委宣传部建议，即时召开了

雄县工作站现场会，为 2022 年公益

电影放映任务圆满完成做出了实质

性的安排。 （影子）

广东省重点影片项目库公开征集入库影片

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县委宣传部和保定市东兴院线
实地考察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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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成立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43期影视大讲堂

聚焦《钢铁意志》的美术设计与美学探索

北京电影学院国家艺术基金

2020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开班仪式举行

方竹学（右）、刘丽萍（左）向汪帆颁发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