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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夏天，北京天坛公园的柏

树林里，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坐在长

椅上，迟疑地望着膝盖上摊开的笔记

本。他寻思良久，手起笔落，一行文字

跃然纸上：“终生写人民战争，写人民

军队，是我的宿愿……”

这位老者就是著名军旅作家、电影

编剧陆柱国。其实这一年他才六十多

岁，只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坚持写作，为

讴歌人民军队笔耕不止，在担任八一电

影制片厂副厂长后，一心扑在军事题材

电影突破与创新上，十分操劳，所以他

的面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为老成。

陆柱国 1948年参军，因具有写作

才华，很快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挺

进大西南的行军途中，他利用休息时

间，伏在膝盖上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

说《决斗》。从那时起，“双膝并拢做文

案”成了他的一个写作习惯。七十多

年间，陆柱国老师创作了中篇小说《上

甘岭》和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

等多部小说，以及十余部电影剧本，其

中有广大观众熟悉的《海鹰》、《独立大

队》、《闪闪的红星》等等。

1990年的这一天，陆老师坐在天

坛公园的柏树林中，又一次伏在膝盖

上动笔，是为了给八一电影制片厂主

办的《八一电影》杂志撰写一篇回忆文

章。那一年，《八一电影》开设了一个

专栏，叫“莲花池畔”，特别邀请了厂里

的老同志来“回首往事”。

莲花池畔的“往事”，对八一电影

制片厂的第一代电影人来说，是镌刻

在心头的一道彩虹，永远是那么灿烂，

那么迷人。1957年，在莲花池畔的一

个学习班里，陆柱国偶然遇到了一个

写电影剧本的机会。虽然他知道写小

说和写电影剧本是两回事，隔行如隔

山，难度很大，但好友毛峰真诚邀请他

合作，他无法拒绝。为了弄明白电影

剧本的创作方法，陆柱国反复研究了

几部苏联电影剧本，从格式到结构，包

括场与场之间如何衔接等等，最终和

毛峰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最后一个

冬天》的创作。这部剧本获得当年电

影局颁发的电影文学剧本三等奖，后

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并更名为

《黑山阻击战》。

这第一部电影剧本，不仅让陆柱

国与电影有了不解之缘，而且还让他

在莲花池畔收获了爱情。为了支持陆

柱国的工作，单位派来了两名女同志，

说是帮他抄写剧本。陆柱国婉言谢绝

了。因为他觉得，写剧本从始至终是

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一场工作上的无

心的“安排”，却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

缘。陆柱国和其中一名女同志牵手成

功，成为挚爱终生的伴侣。结婚后不

久，陆柱国就要求去福建前线，因为那

里有战斗。他已经习惯了在战斗一线

采访和写作。

1958年，在福建前线的一顶帐篷

里，陆柱国在创作电影剧本《海鹰》的

时候，伴随着隆隆的炮声，他得到一个

喜讯：他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

从《黑山阻击战》到《海鹰》，从《独

立大队》到《闪闪的红星》，从《南海风

云》到《花枝俏》……陆柱国老师的每

一部电影作品，虽然都弥漫着战火硝

烟，但是却有着不同的风格，既有着

“向前向前向前”的钢铁旋律，也有“满

山开遍映山红”的壮美诗篇。

1990年的这个夏天，当陆柱国独

自坐在天坛公园的柏树林里，在笔记

本上撰写有关“莲花池畔”的回忆文章

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担任八一

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这几年，为推动

故事片创作的多样化，费尽了心思，先

是大胆启用年轻导演拍摄了《女儿

楼》，之后又请来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

导了战争片《晚钟》。这两部影片都取

得了不错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晚钟》

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为八一电

影制片厂赢得了巨大荣誉。但是，军

事题材电影如何进一步创新，仍然面

临着种种难题。也正是这一年，八一

电影制片厂领受了拍摄《大决战》的光

荣任务。这部宏大的战争史诗之作，

让陆柱国很受鼓舞，尽管他不再担任

副厂长的职务，但“终生写人民战争，

写人民军队”的初心未改，创作激情更

加高涨。

1997年，陆柱国老师的电影剧本

《西南凯歌》（即《大进军》之《席卷大西

南》），荣获首届全国夏衍电影文学奖

一等奖。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陆柱国退休之后，又写出了《太行

山上》和《我的长征》两部电影剧本，并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

在 2007年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陆柱国老师被授予“终生艺术成就

奖”。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奖项，是对

一个电影编剧艺术才华和毕生创作成

果的充分肯定。但对陆柱国老师来

说，这个奖并不是一个“句号”。正如

他在领奖时所说：“我表个态，只要我

还能写，我就会勤勤恳恳地写下去！”

写下去，是因为他无法忘记，他曾

在战斗中亲眼目睹班长的牺牲，那一

刻的巨大悲痛化为一种强烈的使命

感：他要用自己的笔让那些牺牲的战

友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在抗美援朝战

争最前沿的坑道里，他亲身感受过成

万吨炸弹将阵地炸成焦土，却炸不垮

人民战士的顽强意志，他要将这种感

受付诸笔端，向人们讲述一个又一个

英雄故事。

写下去，是因为他对军人和战争

有太深的了解。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

斗前夕，陆柱国来到参战部队，在滩头

看战士们如何进行艰苦的训练，又跟

随指挥舰一起上岛，踏着战友们的血

迹登上主峰。他的长篇小说《踏平东

海万顷浪》描写的就是这场战斗，但主

人公却有着更广阔、更厚重的感情。

正如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所

说：“我在战争现实中看到的一切，听

到的一切，是无法用一部长篇小说写

出来的。”

正是这种对军人对战争的深刻了

解，《踏平东海万顷浪》中才有了“女扮

男装”的副排长高山这个人物，才有了

根据这个人物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经典

影片《战火中的青春》。

“终生写人民战争，写人民军队，是

我的宿愿。”陆柱国老师当年在天坛公

园的柏树林里写下的这行文字，是一位

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发自内心的誓言，是

一名军队电影人一生的梦想所在。如

今陆柱国老师已驾鹤西去，他完成了这

个宿愿，给几代中国观众留下了十几部

经典之作，他在中国电影的历史银河中

化身为一颗明亮的星。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作者单位：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影视部创作室）

本报讯 中影股份 12月 7日宣

布，中影CINITY与万达电影达成战

略合作，万达电影将增建 100 个

CINITY 影厅，并由中影 CINITY 提

供相关影院放映系统技术服务。

本次合作增建 CINITY影厅的银幕

宽度均不低于 16米或座位数不低

于 300座，银幕画面宽度 18米及以

上的影厅将采用 CINITY影院双机

放映系统。首批增建的 30余家万

达影城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杭

州、厦门等城市，目前正在加紧安

装，以尽快投入使用，保障元旦、春

节档期上映影片能在 CINITY厅放

映。后续影院也已在安排中。

中国电影董事、财务总监，中

影CINITY董事长王蓓表示，本次与

万达电影的战略合作，是CINITY投

放市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市场

扩展。万达电影是国内市场占比

最大的电影院线，与多个国内外放

映品牌长期合作，有丰富的市场经

验。本次合作是对 CINITY品牌与

专业品质的高度认可，代表了影院

投资方对于提升电影放映品质、为

观众提供更好观影体验的迫切需

求，亦表达了双方对中国电影市场

稳步复苏、长期向好的坚定信念与

发展信心。

资料显示，CINITY创造性地融

合了 4K、3D、高亮度、高帧率、高动

态范围、广色域、沉浸式声音七大

电影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可为观

众享受极致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今年 6月，欧洲电影博览会组委会

授予中影 CINITY“特别技术成就

奖”，并展映了使用 CINITY专属制

版工艺制作的《阿凡达：水之道》

4K、3D 高帧率演示片段。卡梅隆

导演表示“这次展映的视听品质令

人惊叹，有观众评价称这超越了他

们 过 去 对 电 影 的 认 知 ，这 说 明

CINITY影院系统与我们这部影片

堪称绝配，期待与CINITY合作打造

顶级的大银幕体验”。《流浪地球

2》、《伟大的战争·抗美援朝》、《速

度与激情 10》、《沙丘 2》等多部国产

与进口影片也都采用 CINITY制作

技术与工艺。

据悉，中影 CINITY将作为《阿

凡达：水之道》国内首映活动的独

家放映合作伙伴，并为该片在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首映活动提供放映

系统支持。近期，CINITY放映系统

已运往德国和瑞士等国，将在 12月

16日《阿凡达：水之道》公映前完成

安装调试。截至 2022年第三季度，

全国已建成CINITY影厅 71个。除

万达电影计划增建CINITY影厅外，

横店影视近期也在互动平台表示，

将对旗下 17个省的 17家 250座以

上的大型影厅进行 CINITY影厅升

级改造，完美世界、潇湘及珠江等

多个院线也已签订协议、将批量增

建CINITY影厅。

（影子）

本报讯 12 月 12 日，由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共珠

海市委宣传部、中国电影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

开幕式在广东珠海举行。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

民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征集推

荐活动的推荐作品入围名单。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中国影协纪录电影

工作委员会会长姜海清；中共珠海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谈静分别代

表主办方致辞。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中国纪录

电影十年报告（2012—2022）》，回

顾总结了近十年中国纪录电影走

过的发展历程，在案例深描、行业

跟踪和十年数据积累的基础上，为

中国纪录电影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本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为期

三天，将举办开幕式、华语纪录电

影征集推荐、华语纪录电影展映、

“新时代新征程新纪录”主题论坛、

“印象珠海”短视频特别推荐、“城

市记忆”露天电影放映、“荣光大

道”纪录电影红毯仪式、闭幕盛典

多项主题活动。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大会特别增设“关注人民、记录时

代”纪录电影主题海报展单元。主

办方精心挑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近百张主

题鲜明、制作精美、风格独特的华

语纪录电影海报进行展出。

本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荐

征集活动共征集到作品 57部，基本

涵盖近三年来获得公映许可的优

秀纪录电影作品。由业内知名专

家学者和资深从业人员组成的大

会作品推荐委员会，秉持公平、公

正、权威、专业的推荐原则，经过初

选，产生了六个类别的入围推荐作

品及三个类别的入围单项推荐。

其中，《1950他们正年轻》等三部影

片入围文献类推荐作品，《掬水月

在手》等三部影片入围文化类推荐

作品，《光语者》等三部影片入围自

然类推荐作品，《一起走过》等六部

作品入围现实类推荐作品，《厕所

革命——让美丽乡村更宜居》等两

部影片入围科学类推荐作品，《六

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等三部影片入围国际传播类推荐

作品；《1950他们正年轻》等五部作

品入围特别推荐导演，《青海·我们

的国家公园》等五部作品入围特别

推荐摄影，《光语者》等四部作品入

围特别推荐剪辑。

在 12 月 14 日的闭幕盛典中，

将最终揭晓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及

各类别推荐结果，同时还会推荐产

生特别贡献纪录电影制作机构、特

别贡献纪录电影发行机构、特别贡

献纪录电影院线。“印象珠海”短视

频特别推荐作品也将同时揭晓。

（影子）

本报讯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0
日，“成为导演之前——文字与影

像之间”青葱计划主题活动在上影

旗下的永福路 52号举办。首日现

场，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健儿，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青

葱计划发起人、著名导演李少红为

活动致辞。

王健儿表示，上影很愿意与

“青葱计划”这类优秀的电影项目

展开合作，共同探索未来电影的可

能性，也愿与每一位优秀的电影人

携手共进，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电影

作品，助推中国电影发展与繁荣。

希望永福路 52号承载初心使命，在

新的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李少红表示，此次活动是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契

机，加快、加强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建设为目的，展示青年导演新力

量，号召全社会关注青年文艺群

体，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电影

新人，用青年群体的新动能，创作

出更多的优秀电影作品，这也是我

们中国导演协会及全体会员导演

的使命和重任。

这次学术交流，是永福路 52号

这座无数人心中的“电影创作摇

篮”，与业内著名专业人才培养平

台的一次充满意义的相遇。双方

将共探中国电影未来的可能性。

上影集团始终致力于传承和

创新中国电影产业，并时刻关注着

全国各类公益电影项目的发展。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创办的青年电

影导演扶持“青葱计划”，作为业界

最为瞩目的对优秀青年电影导演

进行挖掘、孵化、选拔的大型专业

人才培养平台，至今已运营了 7年，

推出了 30多位荣获国家电影局百

万扶持金资格的新导演，为中国电

影新力量不断蓄力。此次，上影与

“青葱计划”携手，共同展示青年导

演新力量。

文学与电影是相互渗透的艺术

形式，电影的文学性表达与文字的

影像化呈现都蕴含了深层的创作者

思考。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中国

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青葱计划理

事长、著名电影策划王红卫，著名导

演万玛才旦、郑大圣，知名作家刘震

云，年轻导演代表梁鸣，申瑜、德格

才让、龙凌云参与，两代电影人相

聚，延续跨代际的对话传统，发掘电

影与文学中的创作灵感。

活动放映“大师重温单元”和

“青葱聚焦单元”共 5部影片，通过

论坛、学术交流等不同形式，为年

轻创作者提供对话平台，探讨不同

视角下的创作表达和内容呈现。

这场电影人“跨代际对话”的

发生地，便是见证过《庐山恋》、《芙

蓉镇》等众多上影经典电影诞生、

富有光影文化底蕴的百年历史建

筑——永福路 52号。

2020年以来，上影集团将修缮

一新的永福路 52号逐步对外开放，

通过营造电影人共创中心等，用于

打造上影创作平台。与此同时，引

入艺术类时尚类展览活动等，打造

电影+文化空间。目前已有诸多跨

界艺术展、影展选择在此举行，受

到业内外人士和市民的欢迎。

未来，永福路 52号将发挥新的

空间属性，从电影沙龙、艺术展览

到新品发布，实现更多跨界合作，

同时为电影人提供自由畅想的共

创办公空间。 （影子）

“成为导演之前——文字与影像之间”
青葱计划主题活动上海举办

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开幕式在广东珠海举行

中影股份拓展战略合作
万达电影增建100个CINITY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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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青春》 《闪闪的红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