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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战争史诗大片《长津

湖》获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11 月

12 日金鸡奖红毯暨颁奖典礼上，

影片《长津湖》总制片人、博纳影

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行政监制、博

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德富，总

监制及编剧黄建新，监制及导演

徐克，领衔主演吴京，主演朱亚文

等亮相，并代表剧组对评委会和

所有主创、合作伙伴表示感谢。

于冬致辞：“感谢组委会，感谢所

有台前幕后的创作者，感谢所有

观众的合力托举。我们在影视的

寒冬中，为中国电影市场打出了

一个翻身仗！”

于冬在致辞中说：“拍摄电影

《长津湖》是博纳影业的荣幸，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在拍摄期间经

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抗大

疫迎大考，在影视的寒冬中，为中

国电影市场打出了一个翻身仗。

感谢参与《长津湖》拍摄的台前幕

后，感谢所有观众的合力托举，创

造了影史的新纪录。中国电影从

来没有‘躺平’过。在这样一个困

难的时期，我们依然保持着旺盛

的创造力！”

当天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获

最佳导演奖，此次也是陈凯歌、徐

克各自第二次获金鸡奖最佳导

演。徐克导演现场发表获奖感

言：“感谢组委会给我们这么重要

的鼓励和肯定，从影这么多年，我

觉得《长津湖》给我很大的挑战，

把这么重要的故事拍成电影，三

个导演把各自的手法和风格融合

成一部，是很大的挑战。感谢幕

前幕后前期后期的电影人，感谢

在三个导演之间奔跑努力的总导

演黄建新导演。不敢想象如果没

有他，这部电影会是怎样，他帮我

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三位导演的

剧组的人很多，他们献出了很大

努力。谢谢于冬先生给我们这个

机会拍这么重要的项目，我们感

受到了当时的英雄人物的勇气和

力量，也付出了热血完成这部电

影。相信拥有力量的我们会把电

影拍得更好！” （杜思梦）本报讯 11 月 10 日，2022 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福影·泰宁之夜”举

行。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

在活动上致辞，福建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福建省电影局局长许守尧，福

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王秋梅，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

书记、董事长曾祥辉及侯光明、贾磊

磊、路海波、孙承健、王兴东、范元、梁

明、戴思奥等影视业界专家，张光北、

王霙、杨铮、米学东、颜丹晨、蒋璐霞及

闽籍演员龚蓓苾等演员代表，《你是我

的英雄》、《那山那海》等影视项目的主

创人员和福建籍影视业者，各大影视

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福建光影十

年路，共望影视发展新征程。

张彦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

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新

时代新征程，福建省将着力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培育集产、学、研一体，企

业、基地、高校相互支撑，优秀作品和

优秀人才竞相涌流的电影创新生态，

努力打造全国电影的“东南之强”。

“福影·泰宁之夜”至今已成功举

办三届，福建影视文化一年一度集中

亮相，成为业界风投和评论关注“闽派

影视”的聚焦点，品牌效应初现。

2022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福

影·泰宁之夜”由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组委会、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

电影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三明市

委宣传部主办，福建电影制片厂有限

公司、中共泰宁县委、泰宁县人民政

府、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佳作涌现

福建光影闪耀山海

此次活动星光熠熠。《那山那海》、

《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浴血荣

光》、《你是我的英雄》等影视项目精彩

亮相。获本届金鸡奖两项提名的戏曲

电影《谷文昌的故事》和《听见光》主创

现身，《中国兵王·绝密任务》主演也登

台一展“霸王花”风姿。《相见在峦峰

桥》、《那年的我》、《温暖的告别》等众

多影片也逐一亮相。

为回应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所倡

导的“开放”“合作”之声回响，“闽川合

作”今年有了新进展，由福建电影制片

厂和峨眉电影集团联手碰撞的《你是

我的英雄》呼之欲出。影片将呈现“福

建味”，传播新福建声音。

活动上，福建电影制片厂推介了

相关影视项目。正在拍摄的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由陈力

执导，王仁君、王志飞、陈龙、刘智扬、

孙维民、张一山、陶慧敏、宫哲等联袂

主演。

作为“闽派”电视剧的最新代表作

品，由福建电影制片厂自主拍摄的大

剧《那山那海》生动阐释摆脱贫困、乡

村振兴思想在福建的孕育和实践，于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在央视一套黄金

档热播,成为晚间黄金时段收视榜的

持续领跑者。

此外，福建电影制片厂联袂共青

团中央、中国青年报、北京淘梦、山东

橙果等推出网络电影《中国青年：我和

我的青春》，是福建电影搭乘互联网+
的浪潮，拓宽合作空间的新尝试。福

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

曾祥辉致辞表示，集团及旗下福建电

影制片厂坚定地“把文章写在大地

上”，近年来《古田军号》、《守岛人》、

《大闹天宫》、《绝密使命》、《绝境铸

剑》、《那山那海》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双丰收的佳作频出，我们坚定文化

自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贡献福建影视

人的文化力量。

奋进突破

打造电影“东南之强”

以福建电影制片厂、福建恒业、无

限自在等影视企业为代表的福建电影

取得的成绩，印证了福建电影战线十

年来的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

把发展电影产业作为战略工程，着力

打造产业聚集、交流合作、创新发展、

人才培养、政策扶持的高地，搭建创新

合作平台，探索多元投入机制，致力于

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获得

了蓬勃发展。

随着党的二十大“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提

出，福建电影有望乘势而上，成就“东

南之强”的辉煌明天。

产业融合

1500家企业聚合发力

福建着力打造的三大影视基地

中，泰宁以得天独厚的“天然片场”优

势在国内名声鹊起。

当天晚上，福建省三明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列平在活动现场倾情推

介：泰宁既有高山湖泊、秀美丹霞、密

集峡谷，又有宋明古城、千年村落、非

遗文化等，为电影创作摄制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是可以全年全域全时

取景拍摄的“天然摄影棚”。

泰宁县委书记张昌平介绍，在省

委宣传部、省广播影视集团等的大力

支持下，泰宁用短短三年时间完成蝶

变，从一个旅游大县到一座影视新城，

走出了一条县域影视的特色发展之

路，现如今已成为全国影视指定拍摄

景地，跻身福建三大重点影视基地

之一。

导演管虎新作《温暖的告别》已经

将目光聚焦到泰宁。在他看来，泰宁

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独特、扶持政策

到位、电影配套资源不断完善，令泰宁

影视基地尤具磁效应。

弦歌不辍

戏曲电影工程启动

会上，“福影联盟，光耀海峡”合作

联盟再度纳新；八闽戏曲电影工程宣

告启动。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

记、副厅长林守钦和福建省实验闽剧

院、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

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漳州市歌仔

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福建芳华越

剧院等艺术院团到场与福建省电影制

片厂签约，将推出一批戏曲电影。

当晚，福建省电影制片厂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吴增仙与福建实验闽剧院

院长周虹上台推荐了“八闽戏曲电影

工程”首部影片闽剧电影《双蝶扇》。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9 日，由中国文联

国际联络部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

办，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承办

的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盛

典系列活动“环球银幕之窗”在厦门

举办，活动得到了厦门国贸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张宏致辞，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桂林，国贸控股集

团党委书记、总经理郭聪明等参加

活动。

张宏在致辞中肯定了“环球银

幕之窗”在扩大中国电影金鸡奖品

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独特贡献，肯

定了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在推

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中国文联国际联络部副主任

李琦表示，希望“环球银幕之窗”在

未来的岁月里得到方方面面的帮

助，茁壮成长。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裁戴志望也对“环球

银幕之窗”未来持续的影响力寄予

厚望。

活动中，“环球银幕之窗”宣传

片首次亮相发布，中国电影出版社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虹子

介绍了往届“环球银幕之窗”活动

的收获与拓展：“环球银幕之窗”

启动了《环球银幕》海外推广计

划，举办国际图书版权交流研讨

会，推出了“使命 100”电影短片创

作计划，成功举行了国产电影衍生

品海外营销闭门沙龙，皆取得了丰

硕成效。

作为“环球银幕之窗”承办单

位、《环球银幕》杂志的出品方，中国

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一直是中国电

影学术服务和知识服务的核心阵

地。朱虹子介绍了中国电影出版社

有限公司的两大工程：一是《数风

流人物——功勋模范主题绘本丛

书》项目，用绘本的形式、画传的笔

触塑造可爱可亲的 72 位中国功勋

模范人物的英雄形象，目前该项目

已入选中宣部 2022 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名录。同时，2022 年财政

部批准并出资支持了中国电影出版

社有限公司立项的“中国电影传播

评价体系”，中国电影出版社全媒体

矩阵已初具雏形，并开始逐渐显现

出数据集约的优势。

此次“环球银幕之窗”活动内容

丰富：金鸡国际影展完成开幕发布，

来宾欣赏了金鸡国际影展和香港经

典影片展的精彩视频，中国电影家

协会对外联络处处长张弛的主题演

讲，让来宾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内最

早影展的前世今生。

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

编辑王钦仁展示了专业出版服务中

国电影事业的成果。活动还公布了

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又一重

量级工程——“中国电影网络学

院”，该项目为电影通识教育开拓了

一条职业教培与线上形式相结合的

新路径。

活动后半程进行了重磅级电影

主题研讨环节。电影界专家学者围

绕着“中国电影传播评价体系”进行

讨论。第一场论坛上，朱虹子率先

抛出话题——在互联网众声喧哗的

时代，如何构建电影主流评价体

系？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

题提出了看法。编剧宋方金生动地

将网络数据比喻成汽车的后视镜，

数据只能看到行业曾经走过的路，

一味地依赖数据只能拾人牙慧，有

价值的电影传播评价体系需要利用

数据的同时“摆脱”数据。电影节策

展人、青年导演石承蓉则表示，期待

行业能内出现可以“正本清源”的电

影传播评价体系，给创作者和市场

提供导航作用。

论坛第二个研讨话题围绕着当

前电影界的热点类型之一——体育

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寇咏担纲主持人，探讨“中国

的体育电影如何走出一条类型化和

国际化的道路”。身兼马术冠军和

电影人双重身份的张楚乔表示：“体

育和电影是有共性的，都是无国界

对话世界的一种形式，体育电影在

讲述人类精神、家国情怀方面有着

独特作用。”在宋方金看来，体育和

电影都是国家的闪亮名片，体育电

影电影的选材需更谨慎，拍摄需更

精良，电影人不要辜负体育人的

期待。

据了解，2020年 9月，中国电影

出版社有限公司已经获得中国文联

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独家授权，成为

中国电影金鸡奖品牌运营商。未

来，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会持

续办好“环球银幕之窗”活动，助力

金鸡电影走向世界。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10 日，金鸡电影论

坛·学术峰会拉开帷幕，以“文化自信

与和谐共生:电影生态构建”为主题展

开对话。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在

致辞中总结了新时代十年，是文化自

信不断确定、得以坚定的十年，也是中

国电影生态系统不断走向和谐共生的

十年。展望未来，相信中国电影会不

断调整自身结构和内生系统，并适应

外生系统变化，继续书写中国电影新

辉煌。

本次峰会共分三个部分：报告发

布、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

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会长陆绍阳发

布了《中国电影十年艺术发展报告》；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文创金融研

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发布了《2022中国

电影投融资报告》。

《中国电影十年艺术发展报告》

显示，新时代的十年，中国电影创造了

第四个时间跨度最长的“高潮期”、“黄

金期”，构建了电影大国的基础，也带

来了电影强国的新机遇新契机。《2022
中国电影投融资报告》则认为，十年来

我国电影院银幕总数突破 8 万块，年

均生产故事影片达 700 余部，是中国

电影产业从市场大国走向产业大国、

产业强国的成长十年。

梁君健表示：文化自信和市场信

任相辅相成，只有在文化自信的支持

下，做出更多受到大家欢迎，受到市场

欢迎的影片，市场才会对于这个行业

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这是电影产业

进一步发展的两个轮子，都需要得到

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

在主旨演讲环节，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尹鸿发表了题目为《文化自信与

和谐共生：中国电影生态的构建》的主

旨演讲。他表示，电影生态是大文化

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生态建构

是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其愿景是中国电影从大国到强

国的发展道路，内容涉及外部生态与

内部生态的共生。要建立“中国式”电

影生态，中国20年的黄金发展期进入

新时代、新节点，中国式强国体系需要

新定位和新认识。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

部主任、研究员左衡认为，技术的进步

应当是以人类自身的福祉、人类文明

的进步为目标和前提的。具体到流媒

体和电影的关系，电影创作、生产、思

维的方法和方法论，都无形中成为流

媒体生产的教科书。而电影的杰作、

名作和成为现象的热门作品，流媒体

能够帮助它们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流

媒体生产出的影像，是承担另一种文

化功能的产品，进而以母本、副本等形

态留存在云端，这种全新的文化生产，

已经给了一部分电影创作者灵感，启

发他们以元宇宙为核心构思叙事。未

来新型的电影人才也完全可能是从海

量的流媒体生产者中脱颖而出。

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高校戏剧

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杨俊蕾表示，电影进入数码时代，随着

技术社会中的数字媒介全面铺展，电影

的整体生态发生了更为显著、也更加迅

疾的变化。在中国的当前电影生产与

未来影业发展中，技术的存在意义远远

超出画面出品的单一维度。实际上，新

影像技术将帮助中国电影登上新赛道，

在美感达成、人才培养和电影理论研究

的本土话语建构等方面发挥确凿的、巨

大的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索亚斌教授认为，

本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在发展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院线与网络的互补态势，

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产业格

局。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形态也在这

一格局下演进与分化。很多中小成本

的商业类型片逐渐转战网络电影市场，

给艺术片、文艺片腾让出更多院线电影

市场的生存空间，而如惊悚片恐怖片当

下几乎完全退出了院线电影市场，在网

络电影市场上也不温不火，这一点与疫

情阴霾下很多国家电影市场上的“恐怖

片热”形成了明显反差。院线电影市场

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家庭伦理片反而在

疫情阴霾下强势复苏，逐渐成为院线电

影中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核心类型之一。

在圆桌对话环节，专家们探讨面

对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如何构建新型

电影生态。大家一致认为，电影作为

综合艺术，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文

化娱乐形式，有着丰富的外延和内涵，

以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文化强国

战略中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从生态

论的角度关照电影，探讨电影生态发

展策略，对建立具有多样性、稳定性、

持续性特点的大电影生态布局具有重

要意义，能够为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

探寻其启示与价值，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

加速中国电影的迭代升级，推动中国

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不断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姬政鹏）

新华·文化产业 IP指数报告（2022）发布

文化产业头部IP价值效应持续显著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福影·泰宁之夜”
在厦门举行

金鸡电影论坛·学术峰会：

聚焦文化自信与电影生态构建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中）见证福影联盟签约

助力金鸡奖国际化进程

“环球银幕之窗”活动厦门举办

《长津湖》斩获第35届金鸡奖两项大奖

于冬：中国电影从来没有“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