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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中国戏曲电影展在浙江

绍兴隆重启幕。在相关各方的关注与

支持下，经过精心组织和筹备，中国电

影家协会戏曲电影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仪式于当日中午正式举行。这是中国

戏曲电影界的一大盛事、喜事，更是推

动中国戏曲电影长足发展的一件

幸事。

2017年8月，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

在浙江象山举办。中国电影百花园从

此增添了一枝绚丽的花朵。这个由戏

曲与电影结合的独特影展一经出现，

立即激起广大观众的兴趣与热情。六

年五届，戏曲电影展共有123部影片参

展。参展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一次推

动戏曲艺术繁荣发展的自觉实践和成

功探索。

中国影协戏曲电影专业委员会由

著名京剧艺术大家尚长荣领衔会长。

“专委会”立足于“专业”，着眼于“服

务”，旨在助力推动中国戏曲电影事业

不断发展。尚长荣先生在“专委会”成

立仪式上表示，中国影协戏曲电影专

委会的成立，为戏曲电影人打开了一

扇新的窗口。“专委会”的成立，标志着

我们戏曲电影之船已然鸣笛起航。“专

委会”将着重在“选优”、“推广”和“交

流”上做足做好文章。那就是以精品

引领，佳作推进，既做好专业学术交

流，还要做好国际间的交流，让中国优

秀的戏曲电影走向世界，向世界传播

优秀中华文化，用戏曲电影艺术讲好

中国故事。“专委会”这个崭新窗口，一

定会助力更多精品佳作问世，让更多

优秀的艺术家走向更宽广的舞台。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张宏对“专委会”提出了殷切希

望，指出戏曲不仅仅是为老百姓提供

娱乐，更要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

下来。金鸡奖已经将戏曲电影纳入其

中，非常重视。他说，现在全国上下学

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我们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

“三个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

苦奋斗，勇于胜利。他要求专委会做

好服务，服务好全国所有的戏典电影

工作者；做好各项活动，让我们的专业

团队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在创作支持

上，要做好交流、研讨，协调好各种资

源。还要做好国际交流。他强调，要

做好“两个中心”的引领：一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老百姓爱看戏

典电影；二是以优秀作品的创作为中

心，抓好创作，拿出好作品。同时，要

让我们的创作团队始终保持风清

气正。

第四、第五届戏曲电影展设置的

“戏曲电影与市场交流洽谈会”环节，

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戏曲电影与市场的关系，一直为

业界所重视，也一直是业界的痛。众

所周知，相当数量优质优秀的戏曲电

影，因为观众偏少，不为院线看好，而

被拒之门外。拍出来，放不出，成为

戏曲电影尬尴的常态。那么，戏曲电

影的市场真的无药可救吗？本次戏曲

电影展一改以往与市场无关的态度，

勇敢地将这一敏感问题提了出来。

中国戏曲电影展共办五届，共有

123部戏曲电影参展，影片质量有明显

提升，但是戏曲电影在发行传播方面

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与电影院线

的合作上表现不理想。有数据显示，

从 2020年开始，近三年来仅有 14部戏

曲电影在全国电影院线放映，其中 12
部产生 2445.4 万元票房。这 12 部中

《白蛇传·情》占了2390万元，其余的11
部仅为 55.4 万元，平均每部电影只有

5.03万元票房，戏曲电影的优质艺术与

电影市场的票房表现极不匹配。

交流会上，贵州京剧院和无锡市

锡剧院分别就《新铁弓缘》和《江南

雨》电影院上映安排做了介绍。山东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近年来参与《乡

医老牛》、《枣乡喜事》、《梨园明珠》

等戏曲电影的制作及发行，他们向与

会嘉宾分享了这些影片在农村公益

发行的状况。北京乡音乡愁电影院

线董事长粱汉森从自身多年的从业

经验方面对戏曲电影项目的筹划、资

金筹措、制作、传播、回收等方面向与

会嘉宾做了详细分析和解读。上述

交流，为参会者提供了信息，也给了

很大的启示。

戏曲电影存在戏种的特殊性，目

前的戏曲电影多限于农村公益电影

市场传播，而且是区域性的。戏曲电

影传播面窄，制作单位收益差。市场

利益的低反馈，直接影响到戏曲电影

制作的良性发展。就此，与会的浙江

省电影放映协会提出设想，以“定地

点、定时间、定内容”的三定方式，让

戏曲电影在全国主要地区电影院常

态化放映。设想引起了与会者的很

大兴趣，引发了热烈讨论。

本次“戏曲电影与市场交流洽谈

会”，让与会者能理性看待当下戏曲

电影市场的现实状况，认真分析存在

的困难，积极提出解决方案。会议开

得坦诚而热烈，表达了与会者迫切改

变现状，为戏曲电影拓宽市场通道、

实现更大传播的共同心愿。

此次市场交流洽谈会将创作制

作方与发行方实现了有效沟通。会

上，有多家制作公司与发行公司展开

洽谈合作。

盛世梨园国艺风华，戏韵流芳光耀

荧幕。11月3日晚，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绍兴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

曲电影展推优表彰盛典在绍兴市棒垒球

体育文化中心隆重举行。中国文联、中

国影协、中国影协戏曲电影专委会、浙江

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影协、

绍兴市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获优代表以

及戏曲界、电影界专家学者等和当地民

众相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共

赏新时代这一文化盛景。

表彰盛典上，中共绍兴市委书记盛

阅春致欢迎词。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守卫，中国文

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张宏分别致辞。

表彰盛典上，举行了中国戏曲电影

展落户绍兴仪式。至此，中国戏曲电影

展这只美丽且充满魅力的大凤凰将落户

绍兴，以双赢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国戏

曲电影的繁荣发展。

积极推优

自 2017 年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以

来，历经 6 年五届，共有参展影片 123
部。第四届、第五届戏曲电影展有 35部

影片参展，这些电影不仅品质精良，且涉

及剧种丰富，包括了京剧、越剧、评剧、豫

剧、绍剧、粤剧等在内的十余个剧种，既

有传统剧目，也不乏经典改编和优秀

原创。

在第四届、第五届戏曲电影监委会

的监督指导下，产生第四届、第五届推优

评选委员会，经过每届专家评委记名投

票而最终各诞生了 10 部优秀戏曲影片

和评委会荣誉影片、优秀导演、优秀改

编、优秀原创等五项荣誉。这些获优作

品既集中地反映出近两年来中国戏曲电

影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为未来行业发展

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坐标与品质标杆。以

优引领，以优促优，整个活动呈现出看

优、学优的浓郁氛围。

当晚的表彰盛典庄重典雅、隆重热

烈。获优影片演员代表先后登台表演，

为现场观众再现经典，给广大观众带来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表彰盛典

不断出现高潮。

精彩纷呈

本次影展活动是在党的二十大胜利

闭幕、抗击疫情进入新阶段一个非同寻

常的背景下举办的。所有参加单位齐心

协力，群策群力，克服困难，有力保证了

影展活动圆满成功。

影展期间，举办了中国戏曲电影展

高峰论坛、戏曲电影与市场交流洽谈会、

中国戏曲电影展红毯秀、中国戏曲电影

展推优表彰盛典，京剧艺术家尚长荣谈

戏曲电影艺术台前幕后故事，以及绍兴

采风等多项子活动。活动丰富多彩，引

人入胜，一次又一次激起观众对于传统

戏曲的热情。与此同时，戏曲电影人的

创作热情也被深深地激励、鼓舞、催动。

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开

设的高峰论坛是个重头戏。戏曲界、电

影界的专家学者，围绕“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指导思想，如何拍出人民大众喜爱的

戏曲电影，“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主题各抒己见，共同

探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趋势。著名编

剧、高峰论坛主持人熊颖俐，以及滕俊

杰、尹大为、王佩瑜、张险峰等十一位戏

曲、电影界专家的精彩发言，引起与会者

强烈共鸣。

影展后，参展的优秀戏曲电影还在

全市文化礼堂、高校中进行展映赏析，并

通过数智文化礼堂普及戏曲电影知识。

这些活动都将戏曲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

大众化推向了新高度。

开启新征程

戏曲电影是立足新时代、继承与发

展中华戏曲艺术的重要载体。通过中国

戏曲电影展高峰论坛、优秀戏曲电影展

这些专业性、前沿性的交流平台，将更深

层次促进戏曲和电影跨界创新，开创中

国戏曲、电影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谱写精神文化共富共享的新篇章。本次

影展活动有两大亮点尤其引人注目：一

是中国电影家协会戏曲电影专委会正式

亮相，二是戏曲电影如何市场化？不言

而喻，这意味着，中国戏曲电影正在迎来

全新的局面。可以想见，新课题、新机

遇、新挑战也必将随之出现。

戏曲大师尚长荣先生领衔中国电影

家协会戏曲电影专委会会长。他表示，

专委会将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未来中

国戏曲电影发展事业之中。中国文联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对专委会今

后的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指出要以人

民为中心，以优秀作品创作为中心，为全

国戏曲电影工作者和戏曲电影创作做好

服务。

戏曲电影专委会的宗旨是：以专业

的标准，引领戏曲电影走向振兴戏曲艺

术，共创戏曲电影精品；弘扬优秀民族文

化，做好国际间文化交流，向世界讲好中

国故事；真正创作出一批无愧于民族和

时代的“高峰”之作，真正实现让百姓享

受“中国有戏”，让世界了解“中国有戏”。

市场化一直是戏曲电影一大困局，

直接影响着这一艺术的生存与发展。如

何破局，一直是戏曲电影人苦苦求解的

目标。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了探讨平台，

将市场交流洽谈融入其中，实现作品与

市场对接。这一环节设置，打开了视野，

拓宽了思路，为戏曲电影的发行可行性

打开了通道，也为戏曲电影事业发展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新征程已经开启，

新航向已经指明，中国戏曲电影之路将

在新的征途中扬帆前行。

广告广告

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在绍兴圆满举办

戏曲电影市场问题引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戏曲电影专业委员会
正式亮相

中国戏曲电影展落户绍兴仪式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在绍兴隆重开幕 中国戏曲电影高峰论坛嘉宾合影

红毯仪式

中国电影家协会戏曲电影专业委员会会议现场颁发聘书

戏曲电影与市场交流洽谈会

（本版撰稿人：速泰春、熊颖俐、陈国富）

中国戏曲电影事业开启新征程喜迎新时代

▶ 第四届中国戏曲电影展

优秀戏曲电影10部：

1.《四郎探母》，2.《白蛇传·情》，

3.《包公三勘蝴蝶梦》，

4.《南越宫词》，5.《新铁弓缘》，

6.《红楼二尤》，7.《三拂袖》，

8.《花儿声声》，9.《吴来朝》,

10.《钗头凤》。

优秀改编戏曲电影1部：

《南越宫词》

优秀原创戏曲电影1部：

《白蛇传·情》

优秀戏曲电影导演1名：

《白蛇传·情》导演张险峰

评委会荣誉影片1部：

《金子》

▶ 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

优秀戏曲电影10部：

1.《月照枫林渡》，2.《血溅乌纱》，

3.《江南雨》，4.《谷文昌的故事》，

5.《捉放曹》，6.《敦煌女儿》，

7.《孙悟空大战红孩儿》，

8.《枣乡喜事》，9.《鉴湖女侠》，

10.《群英会·借东风》。

优秀改编戏曲电影1部：

《血溅乌纱》

优秀原创戏曲电影1部：

《月照枫林渡》

优秀戏曲电影导演1名：

《江南雨》导演尹大为

评委会荣誉影片2部：

1.《红军故事》，2.《文姬归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