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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21日，由中央宣传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组织开展的

2022年全国公益电影放映培训班在云

端举办。

北京市、广东省、福建省、陕西省、

浙江省、青海省、山东省、甘肃省、四川

省、河北省、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

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等多个省区市的电影主管部

门，以及来自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 300余个公益电影放

映单位的 3000余名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放映员代表在线参加本次培训班。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党总支委员、大数据部主任郑力（副

局级）在致辞中表示，2022年是党和国

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

书记所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进

一步提升电影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水

平，通过公益电影放映推动建设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瞄定

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郑力表示，全国电影管理部门、各

公益电影放映单位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明确勇毅前行奋进新征程的目标

方向，坚定踔厉奋发勇担新使命的信

心决心。同时各地区公益电影放映队

伍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扎根基层、贴近

一线，通过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带到了基层、

带到了百姓身边。

他说，新时代十年，我国电影公共

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人民精神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公益电影放映为人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中宣部领导下，在电影局指导下，作为

全国公益电影放映核心运营单位，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携手广大全国公

益电影放映单位，始终围绕“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聚焦宣传思想工作重点，服务

“三农”工作大局，稳中求进，守正

创新。

他强调，一是要不断加强学习，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公益电影放映

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各级电影管理

部门、公益电影院线要积极组织开展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放

映活动。三是要着力推动电影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

随后，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

处二级调研员刘德志以广东省公益电

影规范管理为题介绍了相关经验；中

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运营

部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翼光从落实

意识形态责任制加强放映规范管理角

度进行了讲解；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研发部主任、高级工程

师徐宏介绍了公益电影公共服务平台

优化升级进展；云南省优秀放映员杨

明金从怎么做好基层放映工作介绍了

经验。

下午，北京市宣传部电影处一级

调研员王俊哲介绍了公益电影放映走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情况；中央

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大数据

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黄昭婷以“五

化”助力公益电影服务管理新发展为

题进行了讲解；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

任潘定平分享了校园放映经验。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运营部编辑组组长、高级工程师肖

凯讲解了如何以电影为媒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央宣传

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研发部正高

级工程师李志永介绍了智能放映设备

的安装环境及实际操作；中央宣传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运营部交易组

长、高级工程师刘媛讲解了基于 APP
的放映订购操作详解及注意事项。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班

内容丰富，课程有高度、有深度、有广

度，切合实际，受益匪浅，对公益电影

放映工作者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做好电影公共文

化服务提质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和意义。

大家表示，电影公共文化服务是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基本文化

权益的主要途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体现。

电影公共文化服务潜力巨大，舞台广

阔。我们要自觉扛起推动精神文明共

同富裕的使命任务，以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不

断提升电影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质量，

切实有效扩大其覆盖范围，让更多群

众受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 （影子）

本报讯 12月 21日，国际知名电影

教育家和电影导演扬·舒特“云亮相”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他

通过视频连线，从专业视角和行业经

验出发，分享了关于电影创作、电影教

育方面的心得。扬·舒特历任哈佛大

学教授、德国柏林电影电视学院校长，

美国电影学院（AFI）院长。2020 年 9
月至今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

院。其导演作品多次入围威尼斯、戛

纳、多伦多、圣丹斯等主要电影节，并

在戛纳、圣丹斯等国际重要电影节担

任评委。

扬·舒特有丰富的电影教育经验，

尝试过不同类型影片的拍摄，在德国

电影史上留下了很多作品。其中，扬·
舒特拍摄的移民题材纪录片，区别于

其他人在移民题材上所表现出的沉重

和郁闷。相反，观众在扬·舒特的纪录

片里看到了幽默、有喜感的人物。虽

然他们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但是依然

微笑面对生活。“这是我从实实在在的

人身上学到的幽默，所以我把它融入

了创作当中。”

后来扬·舒特从纪录片转向故事

片。对此，他透露道，“我拍摄纪录片

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很快就感到厌

倦了。这是因为我很了解主人公，但

是我不想揭别人的伤疤，不想把所有

东西都揭露出来。我非常尊重我影片

的人物，所以转向了故事片。故事片

就没有这个限制，可以戏剧化呈现。”

在人物的表现上，扬·舒特也是站

在人物立场去拍摄。“我们要在这个过

程中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比如说

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不能告诉别人

应该怎么做，因为纪录片是真实的，是

贴近生活的，所以我用同样的方式去

尊重我的演员，我期待着他们真实的

表现。”与此同时，他认为人物的塑造

也应是动态的。“电影制作通常是对于

未知的旅程，我们要做的就是呈现给

观众，而观众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不

能用单一的形式去呈现，我们要在电

影、电视当中呈现不同的角色，通过不

同的技巧来确保成功塑造人物形象。

我们会更改故事情节，用我们自己的

方式去表达、沟通。”

沟通在扬·舒特看来十分重要。

他很乐意与学生分享，也能够保持与

团队高效沟通。对于电影制作过程中

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扬·舒特认为，

应该积极沟通，相互信任，让别人了解

自己的拍摄理念。“起争执时不要动

怒，要聚焦问题本身。我们应该把这

些问题转变成一种优势，乐观面对。”

在全球化时代，多国合作制片方

兴未艾。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

院的教授，扬·舒特表示，上海有着光

明的电影未来。不论是做导演还是

演员，很多学生都有机会能在市场上

大展拳脚。同时，他也期待能够在

2023 年邀请业内人士到学校里面共

同讨论教育工作。“我觉得国际合作

非常重要，他们学习的同时能了解不

同的文化，包括影片的呈现中的技巧

都能够得到延伸。这种交流项目产

生了巨大成效，在未来这种合作会越

来越多。”

（姬政鹏）

本报讯 12月25日，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最后一天，本届电影节策展

选片人马可·穆勒邀请主竞赛单元

评委代表李玉、咏梅、刘杰，纪录片

单元评委杨超、杨荔钠、张同道，短

片单元评委吕星辰亮相媒体见面

会，分享了此次参与评审的感受。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共征集

到来自 116个国家和地区的 3761部

影片。而最终入围各单元的作品，

也受到了各位评委的一致好评。李

玉表示，这次的剧情长片单元的作

品具有绝对的多样性，让她真切感

受到世界电影依然在持续向前有着

新的探索：“并且他们的探索是非常

有价值的，不仅有社会现实的表达

也有全新电影语言的表述，包括对

社会阶层的揭示和反思。”除此之

外，李玉还关注到这次的创作者中，

女性导演和她们的作品具有绝对的

声量，这让她感慨：“女性电影人的

创作好像迎来了新的浪潮。”

这一点，也得到了同为女性影

人的咏梅的共鸣。她表示，很高兴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能够关注到女性

电影人和女性电影的未来，希望华

语电影当中也能出现更多的女性视

角作品，自己也期待在当中扮演更

多丰富多彩的角色。咏梅坦言，演

员是被动的，自己也时常处于“渴望

角色但没有更多角色可演”的阶段，

能做的更多只有等待。

导演刘杰对于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影片的多元化同样感到震撼，他

也直言这让在场的几位中国电影人

感到相当有压力。希望未来能有更

多创作者跟上世界的节拍，在下一

届让观众看到更多更好的华语作

品。张同道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

型、更多风格的影片来到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八部有点少了，因为其

实纪录片虽然不大卖钱，我们是一

个赔钱的买卖，但它是有巨大的创

造力、人文价值，包括美学价值，其

实在世界电影发展中，纪录片和故

事片一直都是亲密的姐妹，它们应

该相互地滋养。”

在谈及评审感受时，杨荔钠表

示：“我们几轮评审过程中，每次看

完一部影片都会有非常热情的讨

论，这些纪录片对我而言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自己一直也

在创作纪录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看到这么多的作者和题材，对我

自己也是莫大的鼓励。”

让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真正影响

中国电影，这也是几位评委在这次

参与评选过程中的一点点“私心”。

纪录片单元评委杨超说：“作为剧情

片导演看纪录片，我对这八部纪录

片感到兴奋，也充满了好奇，这八部

影片填补了很多空白，对我来说是

非常兴奋的观看过程，我觉得我也

看了很多纪录片，但仍然有超出我

的预想之外的，可能也有在座各位

也会觉得超出预想之外的，我相信

咱们都是有共识的，整个评选过程

我很开心。”他表示，自己在评选奖

项的过程中，一直期待自己的选择

能够对华语片，以及青年华语电影

人产生促进，帮助大家既学到当中

先进的影响风格，更学到这些创作

者的勇气，在未来，期待大家也能够

勇敢地去拍摄自己想要拍摄的有价

值的影像。 （姬政鹏）

本报讯 12月22日，导演、编剧、

制片人文晏做客第四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大师班。她从专业视角和行

业经验出发，分享了关于其作品《嘉

年华》的幕后故事，并通过自己的创

作心得，鼓励电影人从电影创作中

学会成长。

文晏2013年执导个人第一部电

影《水印街》，该片为中国内地唯一

一部剧情长片入围第70届威尼斯电

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的惊喜电影，

并获得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奖特别

奖。2014年，担任电影《白日焰火》

的制片人，该片获得第 64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2017年
执导的剧情电影《嘉年华》入围第74
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 61
届伦敦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电影远远大于主题，而主题是

在构思电影的过程中才会慢慢产

生。说起创作《嘉年华》的初衷，文

晏说，“电影的开端不是一个宏大的

主题或议题，它往往是生活中的观

察和碎片。”

在 2014年之前，关于拍摄和被

拍摄的话题深深吸引着文晏。智能

手机、全民拍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改变了人们与世界相处的关

系。这也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自然而然贯穿到了她的电影创作

中。正如《嘉年华》和《水印街》中的

普通人，他们生活在窥探别人和被

窥探的世界里。

“我感兴趣的一般是事物背后

的逻辑和原因，并不只满足于讲故

事。《嘉年华》上映时，我们的口号是

‘打破沉默’。因为我们似乎一直对

一些事情视而不见，这种‘看不见’

勾起了的好奇。基于此，我的电影

重点没有放在事件本身或者一个坏

人，而是这个社会要如何处理这样

的事情。”

在寻找《嘉年华》的演员和摄影

团队时，文晏也经历了一场漫长的

旅程。她最终选择了本诺·德福。

他也带着团队加盟了《嘉年华》阵

营。“他们带来了针对他们拍摄方法

的工具，比如旋转凳子和小的机

械。在没有一个固定轨迹的路线

中，焦点特别重要。有一场在车里

的戏，光线非常暗，气氛十分紧张，

而焦点就在小姑娘的睫毛上。他在

看似无序的运动中找到了韵律，这

是靠他们严密的合作才能完成的。

哪怕有些镜头看似非常简单，这里

面有很多经验和技巧，甚至一瞬间

的审美都是非常重要的。”

《嘉年华》也让观众看到了更加

内敛的表演方式。“其实人的情感就

是多种多样的，电影本就应该呈现

复杂的情感。当你仔细观察和体会

人的情感时，回想自己人生中经历

的悲伤和痛苦的瞬间，你会发觉那

些音乐、渲染性的镜头、宣泄的东西

其实是很不真实的，甚至很多余。

人的情感应该在电影里得到正常的

呈现。而且电影不仅是感性的，也

可以是智性的，也可以引起你的思

考，引起多方面的感受，不仅仅是宣

泄。”

对文晏来说，喜欢的导演和电

影应该是一种养分。在具体创作过

程中，她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创造

的世界中。“我从自己喜欢的导演的

电影中获取过非常重要的养分，但

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这些养分应该

成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真正的好电

影有自己的灵魂。但是我们可以在

不同的时间去看别人的作品，这对

我们的帮助也是不一样的。”

文晏也曾担任过评委，这也让

她意识到国际交流至关重要。“在这

个世界上，电影在互相对话。电影

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交流，电影是

最好的交流媒介。电影是一种共通

的语言，我们不是用中文拍电影，而

是用电影的语言拍电影。”

从评委的角度看，文晏坚持追

求真实，这也是她与众多电影人共

勉的。“要让我们看到从来没有看到

过的东西，这才是我们评处女作的

标准，全世界好的电影创作者都是

非常自由的。他们无所顾忌，可以

自由想象。世界之大，没有对错标

准。处女作不是追求一个圆润的、

完美的、成熟的电影，它需要的是个

性，需要的是解放自己的状态。”

好的电影可以跨越文化，跨越

语言，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共鸣。“没

有所谓的更好的时代，也没有所谓

更坏的时代。”文晏勉励着在场的电

影人，正如她自己，靠着她对电影的

热爱不断追寻探索成长。她相信电

影是一种语言，学会熟练掌握这种

语言，才能保护好自己的作品，离电

影梦更近一点。 （姬政鹏）

2022年全国公益电影放映培训班
云端举办

本届“金椰奖”评委见面会三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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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舒特“云亮相”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