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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战疫 共克时艰
——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办线上电影放映交流会

本报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复杂形势，重庆市委宣传部会同多个

部门，推出包括电影线上播映在内的

6 类文化体育休闲活动的“文化大

餐”，用文艺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力

量，舒缓市民的内心焦虑，丰富全市

人民群众居家期间精神文化生活。

11月 25日晚，一场由重庆市委

宣传部电影处指导，重庆市电影家

协会主办，重庆市北碚区电影电视

艺术家协会和重庆肥象影业有限公

司承办的主题为“‘艺’起战疫，共克

时艰”的电影分享与交流会在线上

举行，活动放映了《老朱的饭盒》和

《白云·苍狗》两部影片。重庆广电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重庆市电影

集团董事长、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

席黄翔，重庆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

长刘贵明等会同影片主创许若谷、

臧连荣、李骥、张登平、杨萧、张弛、

程连佳，与广大影迷朋友进行了分

享交流。本次分享会由两部影片的

制片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

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帆主持。

分享会开始，重庆市电影家协会

主席黄翔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

举办此次线上放映交流会，既是为了

响应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号召，丰富

市民居家文化生活，凝聚起同心抗疫

的精神力量，也为了共同关注、助力

重庆原创影片的发展。

主办方选择的两部电影都是由

重庆本土团队的原创作品。电影短

片《老朱的饭盒》拍摄于 2020年疫情

初起时期，影片以抗疫医生家庭的视

角表现了基层医疗工作者面对疫情

的英勇无畏和家人的无私付出，通过

一对老夫妻的相互牵挂和跨越一生

的爱，歌颂了理解与支持的人间真

情。影片曾获第九届重庆艺术奖、

2020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短片单元

最佳短片提名。

当晚放映的另一部电影是故事

长片《白云·苍狗》，影片讲述了一场

父子相伴的特殊旅行。人到暮年的

吴宗华希望前往曾经工作过的乡下

去探望老战友，又因为身患重病需要

家人陪伴同行，原本与父亲关系紧张

的儿子吴永不得不陪同父亲踏上旅

程。在困难重重又矛盾不断的旅途

中，父子之间压抑已旧的复杂情感和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被一点点揭

开。而面对父亲失败的一生，儿子吴

永最终选择了体谅，平静地陪伴父亲

踏上了归程。影片改编自曾获得夏

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的作品《归程》，

曾于2019年获得第22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摄影和最佳男

演员两项提名，是首部获得国际A类

电影节竞赛单元提名的重庆本土电

影。影片还获得第 28届金鸡百花电

影节国产优秀新片表彰、第 14届华

语青年电影论坛年度新锐技术奖、第

九届重庆艺术奖等，并于2019年9月
被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选送参加

了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国际电影节

展映。

两部影片放映结束后，与会嘉

宾、影迷朋友同主创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余纪

谈到，质感是研判电影质量的重要参

数，《白云·苍狗》将此把控得十分到

位，并巧妙地把父子二人的复杂情感

融于公路旅程之中，使整个叙事进程

张力十足。

重庆市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张晓

聆也被《老朱的饭盒》深深触动，她表

示，好电影总能让观众浸淫于极具感

染力的影像细节、人物台词中，宛如

置身冬日暖阳之下，被赋予慰藉与

力量。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副院长

范倍则首先从计量电影学的角度分

析了《白云·苍狗》在色调和构图上的

丰富变化及其符号性意义，同时该院

鲜佳博士则认为该片是对银幕上的

重庆电影空间生产进行分析的典型

样本。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院长杨璟则从电影叙事伦理的角度

对两部影片进行了阐释。

在影迷交流阶段，许多网友表示

这两部影片很“治愈”，同时也对影片

的艺术气质和本土文化调性表达了

赞赏。一位在外地务工的重庆网友

在 B站弹幕上表达了影片引发的思

乡之情：“重庆人的性格，重庆人的生

活方式，原滋原味的重庆电影”。《老

朱的饭盒》编剧程连佳称作为抗疫题

材影片，在剧作中用真实人物原型打

造叙事底座，建构起以情动人的有效

路径是本片的艺术根脉。《白云·苍

狗》主演张登平则提到，演员回看作

品，能够实现与自我的深刻对话，为

今后呈现更好的艺术表达提供助推

力量。导演臧连荣、许若谷则分享介

绍了正在创作的新片《岁岁平安》和

《烈火逆行者》。

最后，刘贵明表达了对活动的充

分肯定。他认为，在抗疫特殊时期，

重庆文艺工作者将自己的作品通过

线上公益直播的方式向广大市民表

达关怀，激发斗志，传递一种精气神，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电影创作只

有扎根于生活才能产生动人的质感，

只有倾听观众的声音才能获得持久

的创作动力。这场活动让我们看到

了重庆生产出更多优秀本土电影作

品的希望，希望就来自于创作者、观

众和专家学者对我们自己的电影抱

有的热情和共同铸就的力量。（支乡）

本报讯“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

影展”将于 2022年 12月中下旬在北

京举行。本次电影展由中国儿童少

年电影学会、中国儿童中心、电影卫

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主办。电

影展以“光影相伴·百年童心”为主

题，由“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盛

典”、“三小”活动、学术论坛、电影展

映及相关其他活动组成。

作为本次电影展的主体活动，

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盛典将于

12 月 26 日在中国儿童中心举行。

盛典将以“光影”为主题，包括“光影

寄语”、“光影百年”、“光影童心”、

“光影启航”四个篇章，回顾儿童电

影百年来的辉煌历史，展现新时代

少年儿童参与影视创作的积极探

索，展望新征程上儿童电影的恢弘

气象。

今年恰逢中国儿童电影诞生一

百周年，主办方特别制作了百年儿

童电影纪念短片，全面介绍了中国

儿童电影的历史、现状并深情展望

未来儿童电影的发展。主办方从全

球近两年最佳儿童青少年影片中精

挑细选，最终选定芬兰、荷兰、伊朗、

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的 9部境外影

片以及 7部优秀国产影片进入儿童

电影展映单元。刚刚获得金鸡奖最

佳儿童片奖项的国产影片《再见土

拨鼠》为本次影展的开幕影片。

作为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的传

统项目，简称为“三小”的小影迷、小

配音、小主持活动为孩子们体验电

影、感受艺术提供更多机会。小影

迷活动即儿童现场观看优秀儿童电

影，互相交流观影感受并写出观后

感，而他们的选择和评价最终将汇

集为参展影片的荣誉。小配音活动

即组织培训儿童为参展的国际影片

配音，让孩子们从小体验专业的电

影配音经历。小主持活动即由儿童

担任影展的主持人，主持电影主创

团队与观众的见面交流会，在互动

交 流 过 程 中 全 面 培 养 儿 童 综 合

素养。

儿童电影学术论坛作为电影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深入探讨儿童

电影创作、理论、教育、产业等专业

领域的重要话题。今年的论坛将采

取线上的方式举行，内容包括：儿童

电影百年论坛、儿童电影教育论坛、

儿童电影理论与实践。来自各界的

专家学者、电影事业家、一线创作

者、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为中国儿

童电影的未来提供真知灼见。

为提升全社会对儿童电影的重

视，也为“2022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

展”预热，组委会于 10月 1日至 11月

15日期间开展了“中国儿童电影百

年百部经典评选”活动，目前评选结

果已经揭晓。此外，《中国儿童电影

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丰富了儿童

电影的理论建设。还有“《光影童

谣》云播客”的线上活动，这首 148句

的《光影童谣》中藏着 234部中国儿

童电影的名字，众多大小朋友参与

了录制，活动为全国的孩子们参与

影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

近年来，更多中国儿童电影走

向了世界，得到了各个国家观众的

喜爱。在得知今年的影展适逢中国

儿童电影百年的消息之后，来自德

国、墨西哥、加拿大、印度、韩国、日

本等国家的儿童电影同行，特意发

来了祝贺短视频。 （影子）

本报讯 近日，2022亚洲电影市

场发展及分销合作论坛于江苏省盐

城市中韩酒店闭幕，参加本次活动的

有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级调

研员高定，法国电影新技术协会国际

理事、亚洲国际电影周国际选片人苏

静，俄罗斯金砖国家电视台 CEO詹

娜·托尔斯蒂科娃，韩国中国电影论

坛协会国际委员会主任、韩国釜山国

际电影节中国选片人尹成奎，孟加拉

全球青年电影节主席法理哈·贾纳

特·米姆，泰国世纪优优项目经理

Jacky，瑞士制片人、Road Pictures副
总裁朱利安·法夫尔，北京国际儿童

电影展、最影文化国际合作部经理李

葛，北京国际儿童电影周执委会主席

严诗煜。嘉宾们就影视分销合作渠

道及模式、内容创作热点及未来方向

等话题进行讨论。

论坛开场，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一级调研员高定致词表示：“各

位嘉宾，各位国际友人大家好，亚洲

电影市场论坛围绕育新人、兴文化，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并分析亚洲影视剧市场现状，探

索合作及创新变现新模式，促进领域

合作。欢迎大家参加此次在盐城召

开的亚洲电影市场发展及分销合作

论坛，也欢迎大家未来能够来到盐

城。”

论坛会上，苏静就关于新技术电

影的发展合作及推广、亚洲国际电影

周选片方向进行了分享；鱼一善就韩

国影视教育推行政策及韩国OTT及

电影影像产业进行了分享；詹娜·托

尔斯蒂科娃就就金砖国家电视台对

于中国内容的传播，特别是影视剧内

容的需求和合作进行分享；尹成奎就

《流浪地球》与《漫长的告白》两部作

品，从商业电影及文艺电影两个方向

分享了如何从策划筹备制作到最终

发行突破市场；朱利安·法夫尔就过

往代表项目《小偷家族》、《何以为家》

的国际采购及对于采购故事片的标

准，进行了分享；法理哈·贾纳特·米

姆就青年电影节如何推举青年导演，

筛选入围青年导演作品进行了分享；

Jacky就中国影视剧在东亚国际的分

销，以及最受欢迎的影视剧题材进行

了分享；毕可钧就目前中国引进海外

电影的类型方向、海外热销的影视剧

类型，及中国影视剧出海的内容进行

了分享。

此次亚洲电影市场发展及分销

合作论坛，由亚洲国际电影周、亚洲

电影市场论坛组委会联合金砖国家

电视台、法国新技术电影协会、韩国

电影教育协会等国际机构共同组

织。论坛旨在聚焦中国影视，并由此

建立亚洲影视市场合作基础。

近年来，中国同亚洲各国以及亚

洲各国之间广播影视交流合作日益

广泛和深入，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亚洲

地区广泛传播，有力促进了亚洲各国

的文明交流互鉴，为亚洲的繁荣和

谐、稳定和平、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

共同体，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亚洲电影市场发展及分销合作论坛

此次落地盐城，希望未来能够吸引更

多国际市场合作伙伴加入进来，将亚

洲电影市场论坛逐渐发展成为重要

的亚洲影视分销采购中心。 （任可）

11月 25日，腾讯视频港片季正式

开启，百部经典高清修复港片精彩上

线。据腾讯视频介绍，此次修复再映活

动的港片片单，完全由广大观众的选

择，是基于近年来站内用户对港片条目

的观看量和喜爱度，通过全新的视频平

台修复技术，精心修复了 100部优质港

片，其中有《英雄本色》、《黄飞鸿》、《精

武风云·陈真》、《苏乞儿》等展现香港电

影家国情怀的英雄系列，《倩女幽魂》、

《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等展现港片“女

神”的风华岁月，周星驰经典喜剧这类

展现香港小人物的草根传奇，也有王晶

和周润发的“赌神”系列、甄子丹“叶问”

系列、九叔林正英的“僵尸”系列以及

“阴阳路”、“开心鬼”等恐怖片系列。

为了让经典港片覆盖更广泛的用

户，腾讯视频借此次“港片季”推出之

际，还为用户配套了一系列影迷向的落

地推广活动。此次“港片季”，邀请了香

港电影导演编剧王晶、香港功夫巨星甄

子丹，作为活动特邀星推官，掀起一波

曾经亲历过港片黄金时代的人们的回

忆杀；还邀请了年轻一代的硬糖少女赵

粤、硬糖少女刘些宁、李昀锐、陆思恒等

95后和00后艺人，也作为“星推官”，让

年轻的粉丝朋友们了解和推广港片，传

承港片精神。星推官们将和用户一起

观看经典港片作品，重温港影辉煌，解

读香江精神。

港片最重要的精神特质

就是“草根精神”

“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要证明我比

人家威风，只是想告诉人家，我失去的

东西一定要拿回来。”小马哥蛰伏三年

只为翻身，一句台词，说出了一代港人

的壮志豪情。80年代小马哥们的逆袭

故事还带着理想主义者“壮士一去不复

返”的悲壮豪情，90年代成龙、周星驰们

的草根故事则将转为平民阶层的实用

主义哲学，从现实角度诠释着小人物的

英雄梦。

在《A计划》、《警察故事》、《逃学威

龙》、《唐伯虎点秋香》等经典港片中，港

片精神是最被影迷所津津乐道的。在

腾讯视频港片季特邀嘉宾、影评人梅雪

风看来，港片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特质应

该是“草根精神”。它一以贯之的是以

一个非常底层的视角去写“它的故事和

它的人物”。所以说，它的电影里面，天

然的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色彩，对个体生

命经验的尊重、对人性的宽容，以及那

种非常生动地对烟火气的表达。

在香港的俗语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揾食”。梅雪风认为，这个词基本上就

是香港精神最核心的东西。“他们没有

什么高大上地去描绘他们理想的冲动，

他们就是非常脚踏实地的去追寻自己

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底层的、却又非

常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问题的背后，当然是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但更本质的是他们对于

生命尊严的追求。所以说在香港电影

中，“我们能够看到特别多这样的情感

表达。比如说在《英雄本色》里面，周润

发说：‘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

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

起，只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

要夺回来。’比如说周星驰那些电影，你

可以把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都当成一种

励志片，无论是《破坏之王》、《国产凌凌

漆》、《大内密探零零发》，还是《功夫》，

都是一个被瞧不起的、一无所有的人，

证明他自身价值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

代，有一个词叫做“飞纸仔”，也就是很

多剧本都不是在案头已经写好的，而是

在现场由编剧写完，一页纸马上传给剧

组，然后剧组在现场拍。这说明香港电

影从来就不是像好莱坞那样非常工业

化、流程非常标准的生产过程。

其实，形容香港电影，还有一句广

为人知的话叫做“尽皆过火，尽皆癫

狂”。梅雪风认为，它从另一个层面，说

明了香港电影的特质——它不是那种

在美学上非常均衡、讲究剧情的严密与

表达的完整的作品。

在梅雪风看来，香港电影也不是一

个由产业协会规划出来的某种产业方

向，他们的风格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是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还

有必须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是中国传统

文化基本没有断代的一个地方；与此同

时，它又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地

方。香港本身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天然

地具有中西合璧的优势，这是他们骨血

里面一种非常自然的融合。”梅雪风说，

“由于香港电影本身的本土市场非常

小，所以他们从来都是一个外向型的形

态。他们的主要市场都在东南亚、中国

台湾以及中国内地。所以，无论是从精

神深处，还是外在形态，香港电影都有

着包容和形态多样的特质。”

甄子丹：动作电影在呈现上

要跟着观众的喜好变化

动作电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经典

类型。作为香港电影发展的亲历者，不

知不觉间，甄子丹猛然间发现，“从第一

部主演的电影开始算，自己入行有 40
年了”。

和很多观众一样，甄子丹也是看这

些经典的动作电影长大的，从最开始的

看电影画面、到有机会学习和参演、再

到现在有机会创作自己的作品，他很感

谢时代给予的机会。

从李小龙到李连杰、成龙、洪金宝、

甄子丹，再到吴京、张晋，一代代电影人

将动作电影薪火相传。在《叶问》系列、

《杀破狼》、《导火线》、《怒火·重案》等影

片中，甄子丹凭借着精彩的表演受到观

众的赞赏。作为动作电影人代表，甄子

丹表示，“我从老一辈电影人身上学到

一些东西，再传递给年轻一代的电影

人。”他举例说，“像《杀破狼》中贴身短

打的动作戏，在《怒火·重案》中重新运

用，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像《叶

问》系列中，叶问的深明大义、不畏强

权、爱国正义在现在的很多电影中也有

展现。”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出现在银

幕上的纯动作电影少了。甄子丹认为，

这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进

步。以前的动作电影都是比较简单的

故事线，动作场面是整个的重头戏。“现

在观众的品味提升了，对电影的需求更

多了，现在的动作电影不仅要动作好

看，观众还想要透过故事获得一些情绪

上的触动。与此同时，电影人的创作也

发生了改变。在维持原有产出的基础

上，更想要做出一些新的、能够刺激观

众感受的内容。”他说，比如，同样的打

戏、同样题材的动作片，会不断地结合

自己所看、所学，尽量把不同的视觉、肢

体动作设计融合；即使是同样的画面，

也会思考究竟是通过场面的设计更好

看，还是在动作上再进行一些设计会更

加好看，并由此创造一个观众没有看到

过的画面。

在甄子丹看来，随着时代的变化，

动作电影在内容呈现上也要跟着观众

的喜好变化，要讲好故事、也要打得好

看。让动作电影变得更多元，也有更多

的发展的空间。也让经典动作电影对

于动作的高要求、高追求的坚持，可以

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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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亚洲电影市场发展及分销合作论坛江苏盐城闭幕

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即将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