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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9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女性电影论坛在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海南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孙苏，

三亚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春华参加论

坛，论坛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

丽主持。

在女性意识不断崛起的当下，女性电影论

坛不仅具有关注女性生存困境的现实意义，也

是帮助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有力探索。第四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女性电影论坛邀请到作

家、编剧饶雪漫，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董事长严从华，导演、编剧王丽娜，美国电

影协会亚太区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冯伟，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秦喜清，以

“国际化视野下中国女性的电影形象塑造”为

主题，拓展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讨论边界，为表

达女性立场，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及生命体验提

供更多可能。

剖析电影中的多元化女性形象

呈现女性真实成长

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色，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姐妹，具备了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全部特征。电

影一直以来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

重要载体。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体现

是多方面的，既可以作为整部作品的焦点和主

角，也可以以配角的形象出现，衬托出影片所

立足的时代背景和表达的主题思想。

论坛首先针对从中国文明角度怎么看待

女性形象及如何塑造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展开讨论。

饶雪漫从自身创作经历出发，指出女性角

色的真实感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她说：“我

从小到大写作三十几年，到后来转型拍电影，

其实一直都在跟女生打交道。这也导致我在

创作女性角色时，我会有一种可能跟其他的作

者不太一样的感觉，我会更多地去想现实中的

女生真正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

在看我的书和电影时，会觉得这些女生好像生

活在我周围，就好像是我的同学。”对于关注女

性的创作者来说，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把女性真实的成长凸显在大家面前。

严从华作为资深的投资人、策划人、营销

专家，从市场角度来说，表示以往影视行业存

在着对于女性题材的忽视，这是整个行业都需

要去深思的，而近几年越来越多丰满的女性形

象出现在在大银幕上，展现出女性的力量。“很

多伟大的故事都来自于女性，我可能下一步会

更多地考虑女性题材电影。”

冯伟则从女性角色在电影中起到的价值

角度出发，谈到：“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改变跟整

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跟整个

社会进步是相关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

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从社会发展、经济发

展到人格塑造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的时期。在这个过程里，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女

性形象值得去挖掘。我们要做的是，从创作的

角度扎下来，真正地把她们的奋斗过程，她们

的隐忍、坚韧、自信、阳光，对未来充满信心，对

社会的责任表达出来，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

的全貌向全世界展现。”

秦喜清则更多从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

变化脉络进行梳理，她认为：“中国电影的女性

形象有一个在变，有一个则不变，比较稳定的

女性形象是吃苦耐劳、贤妻良母的苦女形象或

者弱女形象，她背负着生活沉重负担，有生活

之苦，有情感之苦，这样的悲情角色是一个主

流，在我们不同时代都会反复出来。而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其实也存在着花木兰这样的女英

雄形象，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

象其实是阴阳辩证的，比较可惜的是新时期以

后武侠片重新复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女侠

片，所以这个传统方向还是特别值得去挖掘

的。”

王丽娜在和大家分享女性形象时表示：

“我更想分享的是摇篮的嘎吱声和朴素的催眠

曲。女性既有自己很坚强的部分但是也有很

柔软的部分，这并不冲突，因为我们谁也无法

否认摇动着摇篮的双手也摇动着地球，也摇动

着人类生生不息的发展。”

挖掘多元女性形象

创造女性电影新可能

在当今的时代中，国际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凸显，中国电影需要加快“走出去”的脚步。因

此在国际视野下塑造成功的中国女性形象，成

了不可避开的重要话题之一。

饶雪漫兴奋地分享自己在进行电影创作

时，很多年轻女性导演、女性创作人的加入，给

她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她呼吁现场

的各位投资人、专家、媒体能给更多的年轻女

性电影创作人更多机会，“我觉得中国电影新

的希望也是中国女性电影新的希望，希望大家

都能多多为这些女性电影的创作者加油。”

针对目前电影行业中存在的对于女性题

材关注缺失的问题，严从华表示：“希望更多的

电影公司能从女性题材上多挖掘，多拍当下的

现实题材，展现今天的中国女性。这才是我们

把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走出去一个最大的

课题。”

冯伟立足国际视野，为中国女性电影“走

出去”提出建议：“女性形象无所谓国际审美，

因为审美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中国有足够的

社会、经济、文化包括人文发展的土壤让我们

去创作出好的作品反映当下时代的变迁。”寄

语新一代中国女性导演及女性制片人：“在中

国电影行业中，不但要为电影工业发挥作用，

也要通过独特视角把中国女性形象在国际上

更多地释放出来。”

针对中国女性电影的国际化传播问题，秦

喜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国女性电影的创作

需要了解世界的发展，了解世界性别意识的变

化，这样才能够在世界影坛中形成对话。“女性

形象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解放性，女性需

要认识到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是超越性，

要实现自我，表达这两点在当下的世界影坛中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共鸣。”

女性电影正在成为尖端、热门话题，关注

女性角色塑造也逐渐成为女性表达自我独立

意志和展现自由人格的重要方式。对此，王丽

娜也表示：“期待未来自己能在挖掘女性角色

上有更多的突破。” （姬政鹏）

本报讯 由大鹏执导的喜剧电影《保你平

安》作为开幕影片亮相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导演兼主演大鹏，总制片人陈祉希，演

员李雪琴、王圣迪、宋茜、潘斌龙、倪虹洁现身

映后现场，与影片的首批观众交流观影感受。

观影过程中，观众不仅被魏平安（大鹏

饰）辟谣路上的遭遇逗得频频发笑，很多人也

因片中温暖的父女情和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感

动不已。放映结束后，不少观众依旧沉浸其

中，“好笑又好哭”、“温暖”、“治愈”是大家谈

及的几个高频词汇。有观众感叹道“电影中

为善意而绽放的烟花和暖心的氛围太适合跨

年了”，表示跨年一定会带家人“二刷”。

观影结束后，主创们来到台上与首批观

众见面，观众自发为几位主创比起“666”手
势，表达对电影的喜爱。此次到场的大部分

演员们都是首次看片，他们也沉浸在感动的

情绪中带着哭腔上台交流。潘斌龙表示被大

鹏导演所震撼，“全片有哭有笑，也有深层次

的东西，大鹏导演这次蛮敢‘捅’的”。宋茜饰

演的是影片中的“隐藏泪点”韩露，首次看片

的她也难免代入其中，在分享时一度哽咽，

“作为韩露，特别感谢平安哥为我做的一

切”。她形容她的观影过程“开始狂笑，中间

狂生气，最后狂哭”。

这次是李雪琴第二次看片，她直言上次

看片就哭的特别惨，没想到这次又哭了。饰

演大鹏女儿的王圣迪印象最深的是自己被霸

凌后跟魏平安通话的一场戏，父女俩对于善

良的坚持令她十分感动。倪虹洁看得同样十

分共情，她感慨，“（人生）总有那道坎，总有过

不去的时候，但身边也总有魏平安这样的陌

生人，素昧平生却默默帮助你，你会觉得再难

也不是一个人”。

再次在影院里见到这么多观众，大鹏导

演同样难掩心中的激动，“今天大家彼此不认

识，但是共同感受到了一致的情绪，这是电影

的美妙之处，我们很荣幸做电影”。总制片人

陈祉希坦言在当下的大环境选择上映影片是

有风险的，但总要有电影让电影市场热起来，

“既然叫《保你平安》了，就希望大家能充满温

暖、平安的进入新的一年，也相信喜爱电影的

观众是不会抛弃好电影的”。

很多观众都为魏平安的挺身而出收获了

一个暖心的结果而感动，不少观众赞道“很感

动”“好笑又好哭”，有观众称电影和跨年的适

配度太高了，“今年对所有人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平安”，也有观众表示“电影照亮了我，温暖

了我”。曾执导过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

青年导演沙漠难掩激动的心情，向大鹏导演

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这个电影用一个手术刀

的态度，剖开了一个社会的切面，也给我种下

了面对世界的勇气”。自称看过大鹏导演全

部作品的他也感叹大鹏导演这一次“又进化

了”。 （姬政鹏）

本报讯 作为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主题推介活动之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

品，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摄制的电影《北

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就是要跑》、《飞越

苍穹》发布会于 12月 19日在三亚举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国国家电视集团等出品

方负责人出席并致辞，相关电影主创团队先

后登台，向全球观众推介三部总台电影的独

特看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

副主任，电影《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

《飞越苍穹》监制梁红在致辞中表示：“从遥

远的史前文明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再到辽阔

的浩瀚宇宙，此次重磅发布的三部影片用各

自不同的视角观照人类生存发展，体现共建

共享，切合当下命题，展现出开阔的创作视

野、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人文追求。”

法国国家电视集团纪实节目负责人凯

瑟琳阿乐瓦蕾斯在致辞中表示：“电影《北京

人：人类最后的秘密》将真实再现中国最早

原始人类的足迹。影片还将真实还原无与

伦比的动物世界和前所未见的史前生态环

境。这将是一个新篇章，一个人所不知的史

前中国。”

作为首部反映东亚古人类演化历史故

事的纪录电影，《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法国国家电视集团、

法国 10.7制作公司等联合出品，中国科学院

提供专业支持，古人类学家、露西古猿的发

现者伊夫柯本撰稿，法国导演雅克·马拉特

执导，中国摄影师郭达明掌镜，将于 2023年

登陆全球院线上映。

该片基于最新考古发现，以电影手段再

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五个代表性时期，涉及元

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原始族

群，将带领全球观众共同踏上一段震撼的史

前探寻之旅。

导演雅克·马拉特在发布会主题分享中

介绍，《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时间跨度

长达一百万年。“在故事片虚构的外表之下

包裹的内核是真实可靠的科研成果，目的是

让尽可能多的大观众和小观众们，让全世界

的家庭观影者们都可以被这段历史打动。”

雅克·马拉特坦言，这是他执导过的作品中

最好的一部，在中国的拍摄过程令他终生难

忘，“感谢中国对我的信任，如今我深深爱上

了这伟大的国度、伟大的人民和这里壮丽恢

宏的大好河山。愿《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

密》凝结法中两国的深厚友谊，愿这部影片

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历史的久远与厚重。”

摄影指导郭达明则表示，《北京人：人类

最后的秘密》将坚实的考古情景和生动的影

像相结合，梳理出人类最初的文明与情感脉

络。“完全不同于过往对纪录片的认知，属于

注重再现环境与情感的真实电影，从题材与

手法上讲，是一部非常有内涵的影片。这是

第一次在电影拍摄中要面对这么多视效合

成的内容，可以称为史实版的《阿凡达》。”

纪录电影《就是要跑》聚焦北方小城根

河的业余体校长跑队，讲述了队员们在艰

苦、极寒条件下，用尽全力向身体极限和命

运发起挑战的故事。剧组主创介绍，全片拍

摄团队仅有 5人，拍摄历时 5年。

作为展映影片之一，该片将在本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上首次亮相，并将举办一系列

的展映活动。

故事片电影《飞越苍穹》以中国空间站

在轨建成为背景，讲述一名年轻的空间站工

程师入选我国新一批预备航天员名单后，与

队友们一起接受最严格的训练，历经波折，

挑战极限，追寻梦想，最终完成从普通人到

合格航天员的成长历程，飞往太空执行紧急

任务的精彩故事。

主创团队表示，作为总台领衔出品的新

主流国家影像叙述大片，《飞越苍穹》将邀请

国内一流电影创作团队加盟，将载人航天题

材以适应于新时代的故事表达方式呈现，充

分运用总台太空超高清影像系统实现“太空

拍电影”，打造一部献给人民、献给时代、献

给未来的新主流佳片。

以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

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近年

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加强与国际主

流媒体的交流交往，持续推进“思想+艺术+
技术”深度融合，创新运用“5G+4K/8K+AI”
科技成果，“满屏皆精品”正凝聚起团结奋

进的磅礴力量。影视同源，合力生光。此

次重磅发布的三部电影正是总台见证和推

动新时代中国电影蓬勃发展，不断与电影

握手的最新成果。未来，总台将努力创作

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精品佳作，为文明交流互鉴，为构筑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姬政鹏）

本报讯 12月 17日，演员南吉携新片《追

幸福的人》亮相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

幕式红毯活动。该片入围本届电影节“亚洲

新生代”单元，也是本单元唯一一部入围的华

语影片。

电影《追幸福的人》是导演祝捷的首部剧

情长片，讲述了巧巧（南吉 饰）与身患脆骨病

的女儿茯苓、儿子子苓及其丈夫，一家人命运

辗转羁绊的故事。

电影改编自真实人物原型。为真实呈现

剧中人物“巧巧”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演

员南吉特意与原型人物深入接触，与“巧巧”

一家在陕西汉中的农村中，同吃同住两个多

月，以坚定而细腻的眼触，洞察着一家人的生

活点滴，又以无微不至的切身体验，敏锐地捕

捉着一个又一个“巧巧”的生活瞬间。南吉

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就“与角色生长在一起

了”。而对于片名《追幸福的人》的理解，南吉

认为，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与不幸，

但她希望巧巧始终是幸福的。

近年来，南吉先后出演了《白鹿原》、《老

中医》、《庭外》、《再见，南屏晚钟》等多部优秀

影视作品。

（杜思梦）

第四届海影节女性电影论坛举办

探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海影节开幕影片《保你平安》首次公开放映

“好笑又暖心”第一波口碑好评不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
《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等三部电影

《追幸福的人》亮相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本报讯 中国电

影资料馆原馆长、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原主任兼党委书

记陈景亮同志，因病

于2022年12月19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76
岁。

陈景亮，四川成

都人。 1946 年 4 月

生，1968年毕业于四

川外语学院法德系

法语专业。1968 年

11月至1970年12月在部队锻炼。1970
年12月至1978年10月在中国电影公司

任翻译。1978年 10月起先后任中国电

影资料馆资料处翻译、外事处副处长

等，197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 5月至 1988年 9月任中国电影

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1988年 9
月起任中国电影资料

馆馆长、中国电影艺

术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1994年7月起兼任党

委书记，2006年 7月

退休。

主要电影理论译

作有《一种新美国电

影》、《令人沉思的二

十五年》、《电影的形

式和镜头组接》、《意

大利式的喜剧》等；电

影剧本译作有《长别离》、《最后的冬

天》、《小士兵》、《阿黛尔·雨果的故事》

等。曾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

《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文集》、《百

年中国电影精选》等。曾任中国夏衍电

影文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国家电影审

查委员会委员等。

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馆长、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原主任兼党委书记

陈景亮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