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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

会“新时代新征程新纪录”主题论

坛日前在珠海举办。论坛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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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传媒集团、中国电

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承

办。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

民，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中国电影

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原国家广电

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中共珠海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谈静等参加

论坛开幕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姚永晖，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杨烨，珠海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孙锡炯致辞。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本次论坛以“新时代新征程

新纪录——融媒体时代纪录电影

发展的新路径”为主题，邀请多位

业界权威专家、新锐纪录电影导

演、头部影视文化和发行机构负责

人，结合各自经验成果，深入开展

对话交流，共同探讨新时代背景下

纪录电影的挑战和机遇、创新和发

展，为纪录电影事业产业繁荣凝聚

共识和力量。

杨烨在致辞中表示，作为首届

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重要活动板块

之一的“新时代新征程新纪录”主

题论坛，是电影工作者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实

践，也是凝聚纪录电影发展共识、

激发纪录电影创作创新的重要途

径。希望此次论坛能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成为前瞻纪录电影发

展趋势的风向标、激发纪录电影融

合创新的推进器和团结纪录电影

人同向同行的黏合剂。中国电影

家协会愿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

步推动纪录电影高质量发展，共同

助力纪录电影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为纪录电影繁荣发展谱写更加动

人的时代篇章。

姚永晖在致辞中表示，如何创

作推出更多既叫好又叫座的纪录

电影，是每一个纪录电影人都需要

直面的问题，也是我们举办此次华

语纪录电影大会的初衷。近年来，

中央新影集团作为“纪录电影国家

队”，立足“国家影像历史纪录者和

典藏者”的职责定位，紧扣主题主

线，创作了一批精品佳作，忠实记

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非凡历程和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为纪录电影

高质量发展贡献着新影力量。我

们致力于将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主

题论坛打造成激发创新活力、引领

行业发展的高端平台，进一步团结

纪录电影人的力量，凝聚起纪录电

影人的智慧，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

作，让纪录电影人有满满的自豪

感、荣誉感和获得感。

孙锡炯在致辞中说，珠海传媒

集团是全国首批市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试点单位，以媒体融合推动内

容生产创新是集团的核心战略。

近年来，珠海传媒集团以纪录片、

纪录电影的创作与传播为突破口，

坚守人文情怀与故事化表达，在

“精品工程”建设的道路上越走越

宽，参与出品的纪录电影《港珠澳

大桥》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纪录片《珠澳情缘》得到社会各界

广泛认可，又与中央新影集团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开展新时代

大湾区重大主题纪录片的创作。

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是华语纪录电

影人交流碰撞的全新平台，珠海传

媒集团将借助这个“共同家园”，向

榜样学习，向匠心致敬，以纪录电

影独特的视角更好地讲好珠海故

事、湾区故事、中国故事，以满怀热

情的赤诚之心去拥抱纪录电影更

加美好的未来。

在主题论坛环节，原国家广电

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福建师范

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汉文，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纪录电

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

实》导演郝蕴，浙江大学“百人计

划”研究员、纪录电影《罗长姐》导

演金行征，纪录电影《九零后》导演

徐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导演徐洁勤，大象伙伴影业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吴飞跃，卢米

埃影业市场部总监谢超作为嘉宾

进行了主题发言和圆桌讨论。活

动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主

持。

刘建中在发言中指出，首先，

纪录电影要尊重规律，纪录电影在

坚守职责使命的同时，要适应市场

需求和观众喜好，充分了解院线观

众的消费心理，在视觉效果、画面

动感等技术条件方面向故事片、甚

至科幻大片靠拢，追求更好的可看

性和观赏性。要把握不同媒介形

式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在尊重的基

础上探索，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其次，纪录电影创作者一定要深入

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融入生

活，所有的艺术都源于生活，创作

者要熟悉影片所表现的对象，进行

扎实的调查研究，展现丰富却鲜为

人知的生活细节，才能创作出观众

真正喜爱的影片。

与会嘉宾认为，经历疫情冲击

的中国电影市场，同时面对产业缓

慢复苏和互联网新媒体冲击的双

重压力。纪录电影资金投入量相

对较小，契合受众现实关切，因而

面临影视行业重整与规范带来的

契机，可以积极主动寻找纪录电影

与时代、与整个影视行业、与观众

多元文化需求的契合点，探索差异

化竞争策略，紧跟时代也紧跟市

场。同时，纪录电影应该承担社会

责任，做好中华文化的记录者和传

播者，用纪实影像讲好我们正在经

历的新时代的故事，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

（中央新影集团供稿）

本报讯 近日，首届华语纪录电

影大会推优盛典在珠海华发中演大

剧院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

成员、副台长蒋希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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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夏潮，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任仲伦，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黄志豪，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

启宇，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小毅，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王晓，珠江电影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垂林，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姚永晖等参加了活动。

推优盛典以纪录电影人在不同

年代的奋斗历程为主线，用纪录短

片、童声合唱、现场访谈、诗词朗诵

等多种形式，致敬纪录电影和纪录

电影人，致敬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彰显纪录电影

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的使命担当

和不懈追求，为奋进新征程贡献真

实影像力量。盛典现场播放了 92
岁高龄的著名纪录电影导演陈光忠

先生给大会发来的视频寄语。在视

频中，陈光忠鼓励新一代纪录电影

人关注时代、勇攀艺术高峰，莫让年

华付水流。盛典现场还特别连线在

珠海大剧院广场上同步举办的“城

市记忆”露天放映活动。作为本届

大会主体活动之一，活动中放映的

影片汇集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

十年代珠海、澳门等地珍贵的历史

影像资料，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地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让珠海市民

直观地感受专属于珠海的城市影像

记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

1974 年拍摄制作的纪录影片《万山

十姐妹》中的八姐妹，穿越近五十年

的时空，来到放映现场，与市民观众

互动，将露天放映活动推向高潮。

作为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重

要活动之一，华语纪录电影征集推

荐活动备受关注。活动共征集到近

三年来获得公映许可的优秀纪录电

影作品 57部。其中，20部入围作品

推荐，14部入围单项推荐。经过大

会作品推荐委员会的终选，最终产

生了特别推荐作品，六个类别的推

荐作品和三个类别的单项推荐结

果，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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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贡献纪录电影放映机构。推优盛

典当晚，各推荐结果逐一揭晓。其

中，纪录电影《一起走过》获特别推

荐作品，纪录电影《1950 他们正年

轻》获文献类推荐作品，纪录电影

《掬水月在手》获文化类推荐作品，

纪录电影《无尽攀登》获自然类推荐

作品，纪录电影《落地生根》获现实

类推荐作品，科学类推荐作品空缺，

纪录电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

中国幸存者》获国际传播类推荐作

品；《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

存者》的罗飞获特别推荐导演，《罗

长姐》的金行征获特别推荐摄影，

《武汉日夜》的李博获特别推荐剪

辑；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获特别

贡献纪录电影制作机构、大象点映

（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获特别贡

献纪录电影发行机构、四川卢米埃

影业有限公司获特别贡献纪录电影

放映机构。

（花花）

今天，中国电影业面临最严峻的

时刻！

凶猛疫情持续快三年了！制片、

发行、放映因不断停产停业而成了重

灾区，都在艰难苦撑。近日，许多刚

复业的影院因多数员工病倒，每天只

剩两三个人上班，没准又要关门。

这样困难的行业，如何生存？许

多影界人士一脸茫然。

我却很有信心。

这个底气不是虚的，因为我年轻

时就经历过电影业的一次大危机。

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一段难忘岁

月……

1993春寒，冷雨霏霏。

中国电影的市场行情与自然气

候一样恶劣，也到了行业的生死

关头！

当时，我国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

尚未实行改革，没有院线。国产片的

收购和营销由各省的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垄断，这些公司的许多主事人员

预测市场的眼光和推介手段都很僵

化落后，即使是优质国产片，也得不

到应有支持而导致票房惨败，许多电

影厂的影片卖不出去，没钱发工资。

多数电影院也半死不活，若无商业大

片就门可罗雀。河北省某家电影院

放一场国产电影，宣布任何观众可免

费观看，也无一人进场。许多电影院

不务正业，靠放映盗版的海外电影录

像片维持生计。

电影界军心大乱，多数人束手无

策，一些人赶快改行另寻出路。

我是珠影剧本部门的小编辑，每

次经过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都有一种

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屈辱感，因为节目

单上全是美国、港台大明星大导演打

造的大片，国产片不见踪影。

我策划的珠影新片《复仇的女

人》正待发行，这是一部抗战题材小

片，没有明星名导担纲，但题材、构思

新颖，制作较精良。按规定，推销国

产片由电影厂宣发部、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负责，我是创作人员，无需操这

份心。但电影人的责任感，使我不能

对国产片的安危坐视不管！

当时，我在电影界还是无名小

辈，我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长信，自

费打印，寄给全国31家省级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领导，字字血声声泪，恳求

他们救救国产片，多买《复仇的女人》

的拷贝。

多数发行放映公司对国产片已

失去信心，都不看好《复仇的女人》，

该片的拷贝订数很低。有些发行公

司人士还嫌我多管闲事，问珠影的同

志：“这个姓祁的是不是神经有毛

病？”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是一介

文弱书生，但尚有人的尊严和血性！

临阵脱逃或坐以待毙，岂是大丈夫所

为？豁出了！我要打破规定越界出

击，亲手推销我的产品，看国产片究

竟还有没有观众？

但是，我这等一无名二无钱三无

权的小人物，孤立无援，如何战胜无

比强大的海外大片？此时，一部老电

影救了我，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个黑

白片镜头：

满目焦土的阵地上，美军漫山遍

野疯狂扑来，志愿军守军仅剩一名普

通战士王成。他临危不惧，以寡敌

众，就凭一个人，使用多种武器和石

头，硬是打退了众多强敌一次又一次

的猛攻，争取了最宝贵的二十分钟，

坚持到我军大反攻……这部电影就

是《英雄儿女》，在我的学生时代，孤

胆英雄王成已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今天，海外大片来势凶猛，许多

国产片溃不成军。无人敢挡么？

我来！

学王成！一个人单枪匹马也敢

血战到底！怕什么？

我不是营销人员，但我主动打破

岗位界限，向广东省电影公司领导拍

胸脯请战，要求让我下影院参与《复

仇的女人》的营销工作，纯属义务劳

动，不要一分钱报酬，获得批准。该

公司宣传科副科长赵军积极配合我。

有勇，还要有谋。

多数影院对《复仇的女人》信心

不足，我大胆改革，打破每部新片都

全线上映的排片惯例，试用“培植典

型，以点带面”的运筹谋略。

我先说服一家电影院——广州

华南影都，在全省率先推出《复仇的

女人》，是独家上映。

我懂美术，帮助影院美工设计该

片宣传栏。该片没有醒目海报，但有

质量较好的小画页单张。我灵机一

动，用密集排列的方式，将9张小画页

单张拼成一幅独特的大海报，很抢

眼球。

《复仇的女人》首映的10天之内，

我一人用 10个不同的化名在广东 5
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接连发表 10
篇评介《复仇的女人》的报道和文章，

形成排炮式的密集型宣传攻势，引起

极大反响。

我不是记者，但也善于发掘新

闻。我查阅华南影都票房报表，发现

《复仇的女人》一场可卖出720张零售

票，而该影院同期上映的另一部由美

国巨星史泰龙主演的最新火爆猛片

《黑狱灾星》，一场至多售出 166 张

票。我心生一计，在全国首创用票房

数据宣传国产片的包装手法，建议

《羊城晚报》记者写了一篇题为《〈复

仇的女人〉打败史泰龙》的新闻报道

登在该报第一版（要闻版）醒目位置，

轰动羊城，使华南影都放映《复》片打

破了开业6年来的最高票房纪录。广

州各家影院深受鼓舞，都争放《复仇

的女人》。

我立即赶赴东莞，介绍《复仇的

女人》在广州上映的卖座盛况和营销

操作要领，促使该片在东莞也打响。

我又赶赴番禺，介绍广州、东莞的经

验。我运用这种“滚雪球”战术，再跑

增城、佛山、中山、惠州、肇庆以及贫

困地区清远的影院，具体指导《复仇

的女人》的推介工作。

我在全省东征西战，都是一个

人，但毫无孤独惶惑之感，越战越勇！

《复仇的女人》在广东9个市县都

打响了！我便自编一份介绍以上成

功经验的简报，自费打印，寄到全省

每一家县级市以上的电影发行公司，

促使全省掀起《复仇的女人》上映

热潮。

丰收永远属于勤劳聪明的耕

耘者。

广州南关电影院位于人流稀少

的偏僻地段，当年 2月的票房月收入

只有 667元，但在 3月放映《复仇的女

人》，票房收入突破 7万元，是上月的

100倍！

雨天本是影院最冷清之时。一

天晚上，番禺市观众竟冒着暴雨涌向

市桥影剧院看《复仇的女人》，两场都

满座。该影院经理连声惊呼：“奇

迹！奇迹！”这家 1670座的大剧院连

映18场《复仇的女人》，竟爆满16场，

大大超越周润发、林青霞、张曼玉、刘

德华等红星主演的《喋血双雄》《新龙

门客栈》《傲气雄鹰》。

我在东莞电影院与影院经理谈

话时，他的BP机响个不停，都是其亲

友托他走后门留《复仇的女人》电影

票。不少国产片靠红头文件也无法

包场，但我在东莞、番禺、增城就亲眼

见到许多单位主动上影院争订《复仇

的女人》团体票。

在特大的佛山市影剧院，我亲眼

见到近2千座的影厅密密麻麻地坐满

了来看《复仇的女人》的观众，经理激

动地告诉我：“这全是观众自己掏钱

买的票。”

我的眼睛潮湿了。我向来有泪

不轻弹，当年看哭片《卖花姑娘》和

《妈妈，再爱我一次》都不曾掉半滴

泪，如今却为一部国产片的卖座盛况

流泪了。透过热泪，我眼前叠现出勇

士王成手持爆破筒巍然屹立的英

姿……

一天清晨。响亮的电话铃声把

我从睡梦中叫醒，赵军激动地向我报

喜：《复仇的女人》在广东的票房收入

高达 254万元（注：平均票价 3元）。

在 1993年广东上映的 200多部中外

影片中，《复仇的女人》的票房收入居

第二位（仅次于一部有包场红头文件

的影片），压倒了当年的全国影市霸

王——香港明星名导担纲的大片《狮

王争霸》（214万元）！

这正是：电影救我，我救电影！

93＇大捷，是我的人生转折点。

我也当了一回“孤胆英雄”，成为全国

第一个下电影院指挥市场运作的创

作人员。

93＇大捷，让我对中国电影充满

了信心，对我自己也充满了信心。

人若遭遇危难，莫慌乱，莫绝望，

要咬牙坚守到最后一分钟！哪怕只

有一线希望，也有翻身机会！

1994 年，美国分账大片杀入中

国，我毫无惧色，因为我已见过风

浪。我与广东电影界的朋友赵军、周

俊杰联手组建了我国第一家专门推

介国产片的团体——广州三剑电影

学社，推出30多部没有明星名导担纲

的国产片，在广州市场击败美国大

片。2005年，我兼任广州青宫电影城

策划总监，在该影院创建全国独一无

二的“国产小片高产出试验田”，先后

推出 23部在多数影院遭冷落的国产

小片，使之全部起死回生。我坚守国

产片票仓，已近 30年，得到社会各方

的支持鼓励。我无大专文凭，也被破

格晋升正高职称，被评为广东省劳动

模范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危难就是磨刀石！

孙大圣被扔进炼丹炉，没有烧成

灰烬，反而炼出一双火眼金睛。

今天，中国电影业面临的困难比

过去大，但有利条件也比过去多，无

论体制、观念、人才、装备都更先进。

新一代电影人若善于汲取前人经验，

定能如虎添翼，可重振旗鼓，再振雄

风！本文的结束语，借用一部中国老

电影的片名——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作者为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驻

会副会长）

冲出绝境！
—— 一名影坛小兵的自救经历

■文/ 祁海

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
“新时代新征程新纪录”主题论坛举办

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
在珠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