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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永恒的爱情》、《罗马假

日》、《茜茜公主》、《斯巴达克斯》、《魂

断蓝桥》、《流浪者》、《卡桑德拉大

桥》、《第一滴血》、《尼罗河惨案》、《远

山的呼唤》、《廊桥遗梦》、《诺丁山》、

哈利·波特与密室》、《假如爱有天

意》、《王子复仇记》、《简爱》、《巴黎圣

母院》、《功夫熊猫》、《了不起的盖茨

比》……如果有人问这些陪伴了几代

电影爱好者的银幕记忆有什么共同

点，那就是它们与中国观众的见面，

都源于上海电影的“老字号”品牌

——上海电影译制厂。

1950年，在上海万航渡路一间

仅有二十平方米的车间里，中国电影

译制事业的开拓者陈叙一带领着十

一位“上译人”译制完成了《团的儿

子》。该片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国际儿童节在全国放映，受到广大青

少年儿童的欢迎和全国观众的喜爱。

八十年代，上译厂率先吹响了电

影“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虎口脱

险》、《追捕》、《黑郁金香》、《巴黎圣母

院》、《冷酷的心》等世界各国的千余

部电影在中国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改

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成为几代

中国人的文化回忆，是中国文化与世

界对话的重要实践。

新时代，四大名著《红楼梦》等

“经典名著有声剧”的制作，传播“中

国故事”，缔造具有标志性美学特征

的世界语言，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作

为上海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译厂

是上海文化的华丽名片，是中国电影

的宝贵财富。上译厂的辉煌历史与

崭新征程，是上海文化的瑰宝，是中

国电影的光荣。

今年是上海电影译制厂建厂 65
周年。上海电影译制厂代表的“上海

译制片配音”，译制了一大批脍炙人

口的译制片，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样态，深受全国观

众的喜爱。大量译制片的出现，体现

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源地的雄厚

专业基础和人文基础。上海电影译

制厂 65年的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

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这

些标志性美学特征、创作范式，与当

代全新的传播样态产生融合与碰撞，

为“上译品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

限的可能性。

“译声言心，守正创新——庆祝

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65周年学术论

坛”近日举行。该论坛由上海市文

联、上影集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上海戏剧学院共同指导，上海

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

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学院联合主办。上海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

忠，上海电影译制厂原厂长、配音艺

术家乔榛，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徐春萍，上海电影家协会驻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赵芸，上海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国

家一级演员刘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

学院院长、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

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厉震

林，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管

理处吴宗勇等参加。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学术论坛的主持人、东方卫视主

持人贝倩妮是电影译制片翻译家、导

演艺术家、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缔造者

陈叙一的外孙女。

沈文忠代表上海市文联，向上译

厂老中青艺术家以及广大译制事业

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

福。他说，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一项

全新的事业，65年来，从筚路蓝缕的

开拓者，到勇立潮头的奋进者，再到

薪火相传的新生代，一代代上译人用

语言的神韵和声音的魅力，让译制片

走进了国人的生活和记忆，留下了无

数的经典和永恒，开辟并推动着译制

事业不断走向成功和辉煌。上海是

红色文化的发祥地、海派文化的起源

地和江南文化的集聚地。在此，期待

上海的译制事业和译制工作者，在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上译厂65周年

华诞的新起点上，为进一步推动中外

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新发展和新

繁荣，为增进中外文化互动、互联、互

享的新空间和新动能——同心同德、

同频同向，无愧时代重任；尽心尽力、

尽善尽美，无悔使命初心。

徐春萍在发言中表示，上译厂在

65周年征程中，创造了译制片不可

复制的黄金时代，至今为广大观众称

赞和怀念，其背后独特的美学样态以

及成因值得探讨和总结。其一是“天

时”，要归功于时代，80年代一大批

外国优秀影片进入国门，与普通观众

见面；其二是“人和”，上译厂一大批

值得尊敬的艺术家，用他们创造性的

劳动和工作，打造了一大批百看不厌

的经典译制片；其三，上译厂值得探

讨，如果是一两个艺术家这么优秀出

彩令人难忘，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天

才，是偶然，但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同

一时期，有一批艺术家创造了一批经

典作品，那就不得不让人探讨背后的

成因和规律。一代有一代的艺术，一

代有一代好声音，上译厂是老字号，

在 65周年之际，它也需要寻找自己

的发展道路，需要实现自己新的起

飞。今天的上译厂面临的是互联网

时代，互联网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广阔

的声音产业，这是上译厂的又一个阔

步发展的重大机遇。创新为了守正，

守正更要创新。

赵芸说，65年来，上译厂按照艺

术规律，严格操作工序制作译制片，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影坛的优秀

作品，认识了世界级的优秀演员，也

让我们认识和熟悉了上译厂一大批

译制工作者，尤其是第一线的配音演

员，更难能可贵的是吸引了好多追随

者，从爱好走上了专业的道路。五年

前，影协和译制厂共同举办了“向经

典致敬 庆祝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60
周年”的活动。100多位老中青上译

人欢聚一堂，畅聊译制片曾经的辉

煌，展望未来的发展。五年后的今

天，同样在文联，我们又共同举办“译

声言心，守正创新”上海电影译制厂

成立 65周年的学术论坛，从声音建

构的历史记忆，探讨配音美学，从青

年学者的视角为上译品牌的未来发

展提供学术支撑。从舞台到讲堂，改

变的是庆祝的形式，不变的是我们对

上译厂的一份祝福和期许。希望通

过今天的活动，使上译厂的艺术家和

译制作品，更上层楼，再创辉煌，更努

力的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更多

优秀的中国文化。

厉震林说，上译厂创造的“上译”

品牌是上海文化的重要品牌，是中国

电影的宝贵财富。上影厂的译制影

片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改变

了对外国人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

讲，它是最早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

文化最早与世界的精神对话，为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奠基铺路。应该说，

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也有上译厂的

一份功劳。上译厂的译制片说的既

不是中国话，也不是外国话，是独特

的“上译话”，它是迷人的，迷倒了几

代中国人，令人念念不忘，它已化为

中国人审美的基因和文化的情怀。

上译厂的译制片是上海文化的光荣，

是中国电影的光荣。65 岁仍是少

年，前面有无限的风光。

上译厂原厂长、配音艺术家乔

榛，上译厂青年演员夏恬和上译厂翻

译张悠悠，在论坛主旨发言前进行了

现场访谈，回忆上译经典，展望译制

事业未来。乔榛表示，今天举行这样

一个学术论坛，感到特别兴奋。其实

译制片创作的理念就是，字斟句酌、

魂的再塑，把外国作者的魂、他笔下

描绘的角色的魂以及演这个外国角

色的演员的魂与配音演员的魂，四者

融合起来再塑一个用我们中华民族

如此优美的语言来诠释的魂，呈现给

我们中国的观众。我们要做到“还

原”，保持原汁原味。这是上译厂艺

术质量的立身之本。为何之前的译

制片那么受欢迎？因为质量高，所有

创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从事

一个魂的再塑的创作过程，让观众真

切感受到外国影片的精髓、创作风格

和技法，同时把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优

美的语言很好地传承下来、弘扬出

去。如今，上译厂有了新的发展。首

先感谢电影集团领导慧眼识人，选中

了刘风。上译厂曾有段低谷期，刘风

接过担子时，面临很多困难，他勤勤

恳恳、积极开拓，包括创作有声剧，把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制作成了有声剧，

又把不少国外经典名著，如《红与

黑》、《复活》等改编制作成有声剧；还

把我们国内的优秀影视剧很好地译

制出去，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更

好地了解中国。他还跟游戏、广告公

司，喜马拉雅等平台合作，取得很好

的成效，也激起所有创作人员的热

情。我深深感受到上译厂的第二春

即将开始，我感到特别地欣慰。

本次论坛是上海市社联第十六

届（2022）学会学术活动月“四史讲

堂”兼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发言

包括，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邱乙哲：

《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美学研究

（1949年-2019年）》、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学院副教授张大鹏：《新传播样

态下的上译厂展望》、复旦大学中文系

博士后胡楠：《他者的声音：中国译制

片中的“腔”》、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温

凯：《“此消彼长”：配音艺术的发展探

赜》、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

授许迪声：《译制片：一种少儿观众的

文化及语言认知途径》、上海师范大学

影视传媒学院副研究员陶赋雯：《何以

怀恋——声音建构的历史记忆》、上海

戏剧学院博士生程姣姣：《新时期译制

片对戏曲艺术的影响》、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学院青年教师左育：《高校影视配

音专业现状与思考》、上海戏剧学院电

影学院青年教师李泽鹏：《2022影视配

音研究综述》等。

上海影协副主席 、上译厂厂长、

国家一级演员刘风作了总结发言，

“这个行业很少有这样的理论梳理和

总结，感谢在当下能举办这样的学术

论坛，这对上译厂未来发展有重要意

义，希望这也是我们新的起点。”

（上海影协供稿）

本报讯 上海电影家协会近日

举行“晓丹红日——纪念汤晓丹导

演逝世十周年”活动，放映了影片

《南昌起义》，并举办嘉宾论坛。

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

主席、秘书长沈文忠，上海电影家协

会主席任仲伦，上影集团副总裁徐

春萍等参加活动并发言，活动由上

海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赵芸主持。

电影导演宋崇、于本正、鲍芝

芳、包起成，制片人沈锡元，作曲家

吕其明（以视频方式）、徐景新，演员

孙渝烽、张云立，上影集团原副总裁

许朋乐，《上影画报》原主编夏瑜等

嘉宾，热情回忆了与汤晓丹导演的

合作、交往经历，从德、艺两方面表

达了对他处世为人和作品艺术的缅

怀和崇敬。

汤晓丹长子、著名画家汤沐黎

通过视频方式，表达了对活动主办

方的感谢和对父亲生平的追忆。汤

晓丹次子、著名指挥家汤沐海偕女

儿亮相活动，孙女汤苏珊以小提琴

独奏巴赫的《萨拉班德》表达对爷爷

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汤晓丹导演是老一辈导演的代

表性人物，擅长拍摄反映革命战争

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影片，被

冠以“战争片之父”的美誉。他导演

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

日》、《南昌起义》等经典影片载入了

新中国的电影史册。沈文忠表示，

汤晓丹导演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爱戴

的老艺术家。我们尊敬、爱戴他，不

仅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卓越贡献，还

有他的高风亮节。

任仲伦说：“汤晓丹导演是我们

中国电影那几棵最高的树和最高的

枝条之一。他在艺术上的成功，他

创作的那么多作品，奠定了他在中

国电影历史上的地位，永远像一座

高山在你面前，你看他或不看他，他

都在；你说他或不说他，他都在。那

就是一个伟大艺术家在历史上的地

位。”

徐春萍说，汤晓丹导演是上影

厂一位优秀的导演，是一位敬爱

的前辈艺术家。在 55年的电影生

涯当中，他赢得了“银幕将军”的

美誉。其作品一直坚持现实主义

美学的风格，努力表达朴素的人

道主义立场和情怀，同时塑造了

一系列熠熠闪光的艺术人物形

象，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

吕其明回忆了应汤晓丹导演邀

约，为重点影片《红日》作曲的经历：

“他对艺术精益求精，严格把关，留

下永恒的经典，他的大师风范令人

敬仰。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敬爱的汤晓丹导演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

（上海影协供稿）

本报讯 近日，“奋进新征程

光影耀星城”长沙市第九届公益

电影放映月开幕式在长沙开福

万达影城举行。湖南省委宣传

部电影处处长欧阳文风，长沙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小确，湖南省

电影行业协会会长周丕学等参

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内容包括“我的

电影党课”，红色经典修复电影展

映，“童心向党”电影党史课进校园，

“清水塘畔 观影铸魂”长沙党史馆

红色经典影片展映，公益电影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手可摘

星辰 观影在星城”——百城千厅公

益放映活动，“光影湘村”微电影大

赛评选、展映及研讨活动和“长沙市

首届我最喜爱的影院”评选展映活

动等。

开幕式现场，潇湘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管委会

向湖湘新农村院线公司授权放映红

色经典修复电影，长沙市委宣传部

向长沙市中小学、“乡村复兴”少年

宫赠送“童心向党”电影党史课，并

向道德模范代表、劳模代表、医护人

员代表、消防人员代表、警察代表、

产业工人代表赠送电影票。

（赵丽）

本报讯 过去十年，中国同东

盟国家在电影艺术上建立了紧密

的合作。东盟国家是华语电影与

文化交流发展、电影市场合作进

步、人才技术培养交流不可或缺

的同行者。12月 1日，中国-东盟

电影共创发展论坛将于广西省南

宁市举办。

本次论坛将立足于当下双方

电影制作与电影产业的生态，从不

同视角、层面与维度梳理多年电影

合作的成果与进展，分析当前所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未来更为深

入、多元、多方位的合作。张艺谋、

唐季礼、路阳、邓超、闫妮、姚晨、刘

浩存七位电影人为论坛献上寄

语。论坛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广西

文化产业集团主办，中国电影基金

会电影表演艺术专项基金、广西广

文院线投资集团承办，广影国际影

城协办。 （杜思梦）

沪上电影界追忆
“银幕将军”汤晓丹

中国-东盟电影共创发展论坛
12月1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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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第九届公益电影放映月
正式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