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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同时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了重大

部署。作为 60多年来深耕民族文化沃

土的国有电影制片单位，云南民族电影

制片厂干部职工深学细悟报告精神，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在不断推出优秀民族题材影视作

品，构筑中国民族电影产业发展体系，

推动中国电影对外传播中凝聚强大

力量。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少数民

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

的文化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

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

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云南

26个民族所构筑的绚丽多姿的民族文

化资源，不仅是云南文艺创作者的创作

源泉，也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文艺创作

者所向往的宝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以鲜活清新、昂扬向上的

创新姿态，真诚书写火热现实，热忱描

绘时代风貌，讲好中国故事，增强精神

力量，已经成为云岭大地电影工作者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挖掘生动故事题材

的切实行动。

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是云南电

影的开拓者、记录者和传播者，其前

身为云南电影制片厂，1985年胡耀邦

同志视察云南时为云影厂亲笔题词

“发扬云南民族电影之光”，之后更名

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建厂 64
年来，云影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深入边疆民族地区的村

村寨寨，深挖民族文化沃土，创作出

了 300多部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影厂从呈现新

时代民族精神风貌主题出发，启动了

“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完成了

傣族电影《叶妲》，藏族电影《雪域丹

青》，布朗族电影《万物有灵》、《布朗山

的儿女》，纳西族电影《红麦》，独龙族纪

录片《高德荣》，多民族纪录片《基石》等

多部影视作品。近年来，结合重大历史

节点，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见证初心使命主题，

推出了讲述聂耳和国歌故事的《为国而

歌》；讲述叶剑英元帅青年时期追求革

命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叶剑

英》；讲述贺龙元帅率领红二、六军团巧

渡金沙江的《金江1936》；讲述扎西会议

历史背景的《绝地重生》等多部重大革

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立体、深刻地呈现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高扬爱国主义精

神，点亮理想信念之光，聚焦思想伟力

和奋斗精神，创新重大主题的表达方

式，生动描绘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和崇高

人格，深情歌颂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

无畏气概，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价值涵养

和精神动力。

记录时代气象，讴歌时代精神，聚

焦脱贫攻坚时代主题，云影厂与相关影

视机构共同合作，推出了新时代的“五

朵金花”——《你是我的一束光》、《一点

就到家》及《布朗山的儿女》等电影作

品，生动讲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故

事，塑造了众多基层党员干部形象，立

体展现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神

风貌，用光影艺术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

画卷。

从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宝库中获取

灵感、汲取养分，将传统之美与现实生

活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召唤下，云影厂正以饱满的干劲投身

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捕捉着鲜活的人

物形象，深挖着动情的生活故事。以两

个人只有两条腿、一只手，却凭借坚强

的精神力量成为脱贫致富带头人、温暖

全社会的道德模范张顺东、李国秀夫妇

为原型的电影《大地之上》正在拍摄当

中；以“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为主

题，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澜湄流域六

国合拍电影《东方大河》，以及讲述聂耳

少年时期坚定理想信念的电影《四耳的

理想》等正在紧张创作当中。

二、立足云岭大地，在电影产

业链体系建设中凝心聚力

地处祖国最南端的云南，生活着26
个世居民族、16个跨境民族和 15个特

有少数民族。奇山秀水的自然景观、蓝

天白云的充足日照和多姿多彩的民族

文化，为民族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滋

养，也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影视剧组

取景拍摄提供了丰富资源。云南被誉

为“天然摄影棚”，是许多外来影视剧组

青睐的地方。云南还是民族文化的百

花园，4800万各族同胞在这里和谐共

处、世代相袭，民族风情绚丽多姿，被誉

为音乐歌舞的海洋。云南还有 4000多

公里的边境线，毗邻五个澜湄流域国

家，拥有 19个国家级口岸，跨境民族和

谐共荣的边境生活题材极为丰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云南创作的

一大批反映边疆各族人民生活的优秀

电影作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五朵

金花》、《神秘的旅伴》、《芦笙恋歌》等一

大批少数民族电影作品风靡一时，成为

一个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云影

厂出品的《彝海结盟》、《相约在凤尾竹

下》、《洱海情波》、《黑面人》、《姑娘寨》、

《太阳鸟》等一大批电影作品再度掀起

了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时代。这些影

片带着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异

彩纷呈的民族风情蜚声国内和国际影

坛。谢晋、张艺谋、陈凯歌、成龙、姜文、

徐峥、章家瑞等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影视

人纷纷汇聚云南拍片，七彩云南成为了

省内外影视人、影视剧组炙手可热的

地方。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突

飞猛进，但面临市场化转向和产业化转

型的云南民族电影却陷入了发展困境，

以民族题材为代表的云南电影难有作

为，立足本土的云南电影制作机构近些

年来少有成果，作品影响力匮乏，相关

产业无所适从。究其因在于云南的电

影策划、创作、制片、宣发、专业服务、人

才培养产业链服务体系建设没有跟上，

本土电影院线无故流失、省级农村电影

院线至今空白，真正的电影制片基地和

电影产业园区未能创建，为各地剧组服

务的专业资源和技术能力极为欠缺，电

影产业链服务格局体系至今没有形成。

作为拥有 60多年光荣历史的云南

本土国有电影骨干企业，云影厂有义务

担当起云南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责任，

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的坚强领

导下，放眼全国优秀的电影机构和全省

的影视资源，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

从体制机制上着手，大刀阔斧整合资

源、携手合作，积极推动云影厂产业链

体系建设，为云南电影重塑辉煌发挥积

极作用。目前，云影厂眠山制片基地一

期改建已经完成，通过二期建设将形成

影视项目策划创作、制片协拍服务、影

视片场服务、外景和人才数据库服务、

新媒体宣发及版权服务的一体化产业

格局。

三、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聚合

专业影视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匮乏一直

是云南电影发展的短板。云南电影要

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要建立一支留得

住、用得上、能出彩的专业人才队伍。

近些年来，由于云影厂产业链体系不完

整，再加上地方吸引人才的落地政策不

突出，专业技术人才严重流失，多年前

云影厂曾经选送到北京电影学院深造

的 10位专业技术人员，因看不到云南

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景，没有能够保障其

发挥才能的平台，毕业后没有一个回到

云南。同时，由于企业效益不好，待遇

跟不上，专业技术人员纷纷离去，或提

前退休，或“北漂”创业。

作为一个专业的电影制片单位，要

想在电影市场化的激烈竞争中有所作

为，在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上必须要有招

贤若渴的心态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在

人才引进方式、人才管理机制、成果业

绩激励等多方面拿出新的举措和办法，

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快人才培养的

速度，通过面向全国引进优秀电影人

才，在项目研创、剧本开发、拍摄制作、

宣传发行、制片服务等各个环节采取师

傅传帮带的方式切实解决专业技术人

才短缺，特别是实战经验不足的问题。

目前，云影厂与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

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多家高校合作建立

了产学研一体化实训基地。云影厂将

通过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成

为云南电影人才聚集地，为影视产业发

展的传承创新提供新思路、打开新生

面，为云南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的人才基础。

四、发挥国际地缘优势，搭建中国

电影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之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

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是连接南亚和

东南亚的西南要冲，更是中、柬、老、缅、

泰、越六国山水相连的重要门户，无论

是从历史与现实交融，还是从中华民族

融合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

云南都应该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

明交流与互鉴的中心。这既是历史的

延续，又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推动云

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华文化“走出

去”，实现云南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

文化辐射中心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动力。”电影产业是最具国际视野和

国际交流的文化业态，身处欧亚大陆架

连接处和南亚、东南亚国家桥头堡的云

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资源、民

族人文资源和国际地缘优势，其 4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毗邻五国的同宗同族

文化互融基础，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

走进南亚东南亚国家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2016年，云影厂在云南省委宣传部

的大力支持下，联合澜湄流域六国电影

相关机构创建了澜湄国际电影周活动，

至今已经持续举办四届，在周边国家和

全国电影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7
年，云影厂在云南省文联和云南省电影

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又创办了南亚东

南亚电影展映汇活动，至今已举办两

届，为推动云南影视产业的发展和中华

文化“走出去”，实现云南成为面向南

亚、东南亚的文化辐射中心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为缔结与周边国家间的文化交

融，传播中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人文交

流基础。未来，云影厂将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鼓舞下，胸怀“国之大者”，不断加

强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为讲好中国

故事、云南故事作出云影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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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落实把影视教育

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工作的重

要内容，成都金沙院线结合学校

教育教学计划，在成都市新都区

开展了“奋进新时代 光影耀蓉

城”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展映活

动，将爱国主义影片送进校园，

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

电影《浴血大别山》在现代

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礼堂放映

后，同学们抑制不住心里的激

动，纷纷表示在家里很少选择此

类题材的影片观看，观影后太激

动了。刚入校的毛同学激动地

说：“以前在课堂里听老师讲历

史，通过电影更加直观感受到课

堂里的红色故事，革命故事都是

先辈用鲜血铸成的，我们的和平

年代，都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其后，成都金沙院线新都

区放映队来到了清流学校放映

了影片《夺冠》。“提到中国女

排，就有想落泪的感觉，”现场

观影的老师深情说，“女排的精

神已经绵延了 40 余年，拼搏精

神一直激烈着国人；无论遇到

再多的挫折、磨难；但只要中国

女排出场，他们的拼搏精神就

洋溢在国际赛场。今天影片走

进了校园，我们希望孩子们通

过影片能深刻的感受到女排的

拼搏精神，在之后的求学和人

生之路上，不放弃任何希望，勇

于拼搏，遇到困难时用女排精

神激励自己。”

此活动从今年 4 月一直持

续到 11月，学校精心挑选了《夺

冠》、《浴血大别山》、《金刚川》、

《跨过鸭绿江》、《中国机长》、《捍

战》、《陈赓晋南大捷》等多部爱

国主义教育影片，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在露天、礼堂、阶梯

教室等校内场地集中开展观影

活动，目前成都市新都区爱国主

义电影进校园观影活动，已在 63
个学校开展了两百余场爱国主

义电影放映活动。

接下来，成都金沙院线将

继续在宣传部的指导下，做好爱

国主义电影进校园的展映活动，

旨在用一部好的电影激励孩子

一生，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生

活，植根心灵,通过光影的形式

回顾历史，让同学们铭记英雄事

迹，努力学习本领，肩负起强国

的重任，让电影教育学生。

（蔡丽丝）

本报讯 纪录片《个十百千

万》正在全国热映中，许多正

片中未曾曝光的片段，让观众

看到了恢弘史诗巨制中深埋下

的触动人心的细节。

千里心心念的新房子草图

究竟长什么样？满是大酱味的

战斗又是如何发生的？七连仅

存的战士伍万里又是如何回到

家乡的？随着纪录片的上映，也

公开了更多拍摄的幕后故事。

在未公开的《长津湖》正片

画面中，被战争的巨轮碾压过

的伍万里独自一人回到家乡，

当伍千里画了许久的新房子草

图展现在观众面前，任谁都会

为这份质朴的亲情感动落泪。

英雄坐上了没有回程的列车，

承诺的新房子再也无法兑现，

但今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

群埋骨他乡的“最可爱的人”！

除了新房图纸这样细微的

剧情彩蛋，纪录片中也展现了

拍摄中欢乐的一面：半山民宅

遭遇战中，余从戎与雷公还曾

被豆酱泼了一身，被林超贤导

演戏称“腌入了味”，二人还拿

着馒头蘸衣服上的酱吃。虽然

没能在正片中看到这段特别的

战斗画面，但透过这样短短的

一个片段，七连战士们的形象

更显立体了起来。无论拍摄期

间的气候多么寒冷、条件有多

艰苦，主创们用心之余也始终

带着乐观的精神克服万难，看

完纪录片的观众都不禁为这份

敬业所感动：“比正片还要感

人，看到了很多真实的镜头和

数据，工作人员在镜头背后付

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希望

未 来 能 看 到 更 多 这 样 的 电

影。”

《长津湖》拍摄过程中，剧

组也尽最大努力保证了全体工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在多地辗

转过程中耗资上百万坚持核

酸，更是确保了上万人的剧组

无一人因拍摄意外伤亡。但作

为领衔主演的易烊千玺却因为

意外伤到了脚，为了不拖慢剧

组的进程，他仍旧全身心投入

到 每 场 戏 中 ，哪 怕 是 垫 着 凳

子、拄着双拐也尽力诠释好每

一段表演。经历了众多打戏拍

摄的吴京更是隐藏了一身的病

痛，本就带有腿伤的他还需要

完成入朝戏份中的狂奔镜头，

在零下数十度的外景中，他一

次又一次狂奔、调整速度，直

到导演陈凯歌和自己都满意为

止。

正是纪录片《个十百千万》

的上映，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

到了全体主创为了影片付出多

少心血。不仅有带着伤咬牙完

成动作戏的吴京、易烊千玺，

有被威亚吊在半空又摔到地上

的胡军，有亲自在零下数十度

的雪地中为演员演示的导演，

更有无数在寒冬中坚守岗位的

群演与工作人员。就像纪录片

名所承载的含义一样，正是影

片背后数万人的努力汇聚在一

起，成就了恢弘史诗巨制《长

津湖》。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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