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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岁末，北京经历着一段

特别的病痛。陈馆长去世的消息，正

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传来。12月 20
日，当我得知这个噩耗时，心中一阵痛

楚，呆坐良久。印象中那个红光满面、

豪情万丈、睿智仁爱的陈馆长，应该依

然康健如初，依然笑声朗朗，依然妙语

连珠啊，怎么可能别我们而去呢？

闭眼，倾听，书架上陈馆长的译

著《长别离》在轻轻吟唱哀思。2009
年夏季的一天，我在资料馆多功能厅

参加“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总结会，

他在多厅门口将这本译著赠予我的

情景，历历在目。

2001年夏季，我硕士研究生毕业

来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一个年

轻人，俄语专业出身，心怀对电影的

热爱和憧憬，在资料馆慢慢成长，总

得追着一束光。陈馆长就是那盏灯，

指引着、又温暖着我。陈馆长是成都

人，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法语专

业，从翻译开始一步一步进入电影领

域。他是我的四川老乡，也是前辈学

长（我在川外附中度过了六年中学生

涯），更是一束光，探亮了我前行的方

向。因此，我对陈馆长有一种特别的

感情。他对我这个小老乡也格外

照拂。

刚到资料馆，我不太“安分”，第

二年生小孩，第三年考博士，第四年

去美国游学三个月，第五年申请脱产

写博论。对于我的“不安分”，陈馆长

并未责怪，而是以宽广的心胸和奖掖

后学的仁爱，给予我极大的支持、鼓

励和包容。

2005年，逢中国电影百年，资料

馆出版了一套名为《百年中国电影研

究书系》（12册）的中国电影史。陈馆

长担任副主编，主编是当时国家广电

总局主管电影的副局长赵实。他承

担大量的审稿工作，十分用心，导致

用眼过度，视网膜严重损伤。2006
年，他如期退休。

自 1985年 3月 7日陈馆长接受

文化部任命担任资料馆副馆长至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其退休，陈

馆长在位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间，他

对中外电影传播、中外电影交流、中

国电影收藏保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的电影教育等做出了卓越贡献，

对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开拓创新、蓬勃

发展功不可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只有两

个放映世界优秀艺术电影的殿堂，一

个是北京电影洗印厂，一个是中国电

影资料馆。我们的艺术影院放映全

世界的优秀影片，助力培养出一批电

影从业者，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这些影片一部分来自于国际电影资

料馆联合会，一部分来自于我们主办

的各国电影展映活动。

陈馆长担任正职的十八年间，

中国电影资料馆以积极的、学术的、

开放的姿态活跃于国际电影资料馆

联合会。他豪爽的性格、渊博的知

识、敏锐的思维、流畅的法语、独特的

个人魅力，成为中外电影交流的强劲

助力。2015年，我因中俄联合举办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电影展

映”而出访俄罗斯电影资料馆时，俄

方老馆长对陈馆长赞不绝口，友情深

厚。他在早已得知陈馆长退休九年

的情况下，仍坚持将一瓶“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年版伏特加委

托我们带回国送给“好朋友陈”。

陈馆长在中外电影交流中如鱼

得水，得益于他精湛的法文和敏锐的

反应。据资料馆王群研究员回忆，国

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年会上，他用法

语脱稿演讲，获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他本人对我多次讲述外语学习的心

得，口译与笔译必须都过硬——“外

语学习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多听多看

多说多练。”经验的累积开始于上世

纪七十年代，那时他是中南海法国电

影的指定译者。他回忆，翻译前压根

不知道面对的是哪部电影，完全无法

提前翻阅影片的文字资料，也无法从

其他途径提前观摩。这对译者的外

语水平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挑战。如

果碰到一部含大量对白或独白且语

速又快的法国艺术电影，翻译起来更

是难上加难。翻译还没有说完这句，

演员就开始长篇大论说下一段了。

他凭借扎实的法语功底，依靠大量日

常练习，慢慢进步，才能从容应对，顺

利完成任务。

2006年退休以后，陈馆长一直保

持乐观的心态和适量的运动。他仍

然坚持每周打两次羽毛球，后来因为

心脑血管疾病，不得不放弃。他仍然

坚持豪饮，由于医生和家人的劝说，

也不得不减少。他依然继续担任电

影审片委员，对中国电影保有高度的

热爱和秉持仁厚的标准。他依然热

情拥抱新生事物和与时俱进。微信

刚刚开始在年轻人中普及的时候，他

就掌握其美妙，每天发微信朋友圈，

分享好文与日常。后来由于眼疾加

重，渐渐少发，直至停发。他依然给

予年轻人以无私支持和热情鼓励。

我先生张同道导演纪录片《小人国》

的过程中多次得到陈馆长的指导和

推荐。

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出

版玛格丽特·杜拉斯系列作品，将陈

馆长翻译的《长别离》纳入出版计

划。相比较电影成片，这个译本描述

性语言更多，更具文学性，更接近玛

格丽特·杜拉斯的气质原貌，也更能

窥见译者高超的中文水准。

如今，书在，人去。哀别离，永怀念。

陈馆长已然离我们远去，他给中

国电影资料馆、给中国电影留下了宝

贵的财富，他的精神力量永远照耀着

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教务部主任）

惊悉陈景亮先生仙逝，十分悲

痛，特此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陈景亮先生德高望重，是中国电

影宝库的守护人，为中国电影资料的

保存、为经典电影的新生和传播、为

电影研究、为中外电影交流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我有幸在 2005年参加北京纪念

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际论坛时拜识

了陈景亮先生，受益匪浅。由于我们

巴黎中国电影节计划展映中国经典

电影，我特地去中国电影资料馆拜访

了陈馆长。他非常热情，马上同意提

供我们费穆导演的影片，开启了中国

电影资料馆与巴黎中国电影节的美

好合作。他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仍

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怀着崇敬的

心情，永远怀念陈景亮先生。

陈景亮先生一路走好，天堂

安息。

（巴黎中国电影节主席高醇芳）

本报讯 1月 1日，第九届丝绸之

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举行开

幕式。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引

擎。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 2014年

创办，旨在以电影为纽带，促进丝路沿

线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传承丝路精

神，弘扬丝路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

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十年间，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幕为媒，以其沉淀

千年的文化底蕴、海纳百川的文化魅

力和日益深远的国际影响，推动东西

交融、互学互鉴。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

建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电影局、西

安市人民政府、陕西广播电视台承办，

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西安广播

电视台运营。

刚刚落成的西安曲江竞技中心首

次盛装亮相，迎接八方宾朋。来自海

内外的电影界代表、“金丝路奖”国际

评委会成员、剧组代表与各界嘉宾依

次走上红毯。

九扇“时空之门”依次打开，第九

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华丽启

幕。捷克、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尼

泊尔等国家驻华大使及部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文化参赞，国内外知名电

影人、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留学生代

表、市民观众等共襄盛会。

开幕式表演以“丝路文化”为核

心，分为情境歌舞秀“丝路智慧”、音乐

诗画秀“丝路诗艺”、青年演员交响诗

朗诵“丝路青春”和电影节主题曲“丝

路心语”四大篇章。整场表演以交响

乐贯穿国际前沿的影像艺术、电影戏

剧叙事、歌舞与杂技等，复刻古都长安

的盛世繁华，展现今日西安的国际风

范，表现丝绸之路的智慧光芒与人文

情怀。

开幕式从舞台设置、节目演绎、环

节呈现上都充满科技质感，以炫彩之

光展现千年古都文化魅力和时代

活力。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启

幕，“金丝路奖”奖杯随之亮相。奖杯

以“金丝带”构成无限循环的“莫比乌

斯带”为造型，在灯光的映射下熠熠闪

光，传递着无限连接、相互融合的理

念，也在静候1月3日颁奖盛典上十大

奖项的得主。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共吸引

了来自 90个国家和地区的 1598部影

片报名参与“金丝路奖”竞赛单元，竞

逐十大奖项。

开幕式上，19部入围影片隆重揭

幕，包括12部剧情片、3部纪录片、4部
动画片。揭幕嘉宾星光熠熠，由为未

来电影事业执旗的青年电影人组成赤

子之心组，倾尽一切奋进在电影事业

中的资深电影人组成乘风破浪组，将

毕生心血倾注电影事业的前辈人组成

不负时光组，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电影

工作者的行业指路人组成护航远行

组，分别上台为入围影片揭幕。

本届电影节还设有电影美术之

夜、电影展映、电影论坛、电影力量等

主体活动，国内外百余部大片佳作在

院线和网上展映，让这场专业化、国际

化的电影盛会，也成为一场惠民的文

化盛宴。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中国新疆题材电影

《喀什古丽》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市举

行首映仪式。该片是吉国公开放映的

首部中国电影。

当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驻吉国

特命全权大使杜德文，中国新闻社社

长陈陆军，中国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

任曹寅，吉国第一夫人阿依古尔·扎帕

罗娃，吉国国家议会社会政策委员会

主席维尼拉·卡雷别科夫娜，吉国文化、

信息、体育和青年政策部代表，吉国国

家议会中吉友好小组组长伊斯哈克·马

萨利耶夫等中吉两国的政府官员、媒体

人士、社会各界代表等近300人通过线

下线上的方式参加了首映仪式。

艾尔肯·吐尼亚孜线上致辞时表

示，此次公映的中国电影必将进一步

促进吉国各族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

国新疆的新发展、新变化。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为增进了解、深化合作打开

新的窗口，全面拓展双方在经贸、人

文、旅游、教育等领域合作，为共建“一

带一路”、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人文合作是中吉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古丽》是

首部在吉国公映的中国电影。吉观众

通过这部影片可以更好了解中国文化

和新疆独特的风土人情。相信影片在

吉放映将有助于深化中吉文化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中国驻吉国大使杜德文说。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首映仪

式上说：“大家将要看到的这部电影，

经过吉国丝路文化公司译制，不仅得

到了中国驻吉国大使馆的支持，更得

益于吉国文化旅游和信息部、电影家

协会、多位部长和国家议员、主流媒

体、以及部分中资企业的高度认可，并

获得了首部中国电影在吉国公开放映

的许可。”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曹寅说，

电影是文化传承和文明互鉴的重要载

体。今年是中吉两国建交 30 周年，

《喀什古丽》是在吉公开放映的第一部

中国电影。“我相信本次首映式的举

办，一定会让观众朋友们对喀什的美

景美食充满期待，一定会让更多的朋

友更加直观地感受中国、了解中国，一

定会通过电影搭建的桥梁，增进两国

之间友好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他说。

此次上映的影片《喀什古丽》讲述

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展示

了新疆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特色。该影

片由中国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与中国新

闻社新疆分社联合出品，新疆喀什古

城文化旅游公司、新疆华凌影业公司

和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联合承制。

（支乡）

本报讯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短视频单元将于2023年6月在上

海举行。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短视频单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网

站正式面向全球征集5分钟内（含5分
钟）的成片短视频影像作品，剧情、动

画、纪录、实验等类型短视频作品均可

报名。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短视频单元

相比往届，将作品时长扩展至了 5分

钟。这延长的一分钟，其实是对青年

影像创作者创作热情的“一分”激励，

更是对他们勇于表达的“一分”鼓

励。主办方希望在这里汇聚青春力

量，燃起青春风暴，打造青年影人创

作的“最佳实验场”。

此外，由于原定于 2022年举办的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顺延至

2023年举办，原报名周期内已报名参

加短视频单元的作品及个人，无需重

复报名。这些作品将全部纳入 2023
年度的征片，共同参与第二十五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的遴选和推

优。最终，20部入选作品的创作者，

将受邀参加本届短视频单元现场推

介、导师论坛、探索课堂、后期培训等

系列活动，以及金爵奖颁奖典礼红毯

仪式。

上海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是完

善新人培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以短视频影像作品为载体，发现新

人，挖掘新作，鼓励青年影人积极探索

影像空间，自觉承担起为电影产业未

来发展培育和输送新锐人才的职责。

短视频单元自 2019年创设以来，

连续举办三届，知名导演/演员吴君

如、演员陈柏霖、青年导演麦子、周圣

崴，青年导演周子陽、刘阔、编剧袁媛、

演员李梦，知名导演丁晟、程腾、编剧

阿美、演员齐溪等都曾受邀担任本单

元导师，遴选优秀作品，助力新人成

长。近年来，他们也都在各自岗位辛

勤耕耘，创作出累累硕果，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为更多青年影人树立了榜样，

传递着正能量。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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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短视频单元启动征片

中国电影《喀什古丽》吉尔吉斯斯坦公映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在西安举行

著名电影艺术家韦廉逝世

沉痛哀悼陈景亮先生

本报讯 著名电影艺术家、

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

韦廉，2023年 1月 1日凌晨一时

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韦廉，上海人。1945年 2月

4 日生。1968 年毕业于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1973年入八一电

影制片厂任副导演、导演。为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5 年

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

家”荣誉称号。

曾执导《大决战—平津战

役》、《大转折》（上下部）、《大进

军—大战宁沪杭》、《太行山上》、

《周恩来万隆之行》、《道是无情

胜有情》、《雷场相思树》、《毛泽

东在才溪》等多部优秀电影作

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

奖、大众电影百花奖、解放军文

艺奖等多项荣誉。 （支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