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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地时间 2022年 12月 27
日 18:00，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活动在

意大利罗马举办。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

活动（意大利站）由启动式、主题展览

及主题展映构成。启动仪式上，中国

电影博物馆馆长陈玲做线上致辞，罗

马亚洲国际电影节主席伊塔洛主持。

参加活动的有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顾

问弗雷德里克·德维，意大利导演、编

剧盖亚·弗兰切蒂，意大利国家电影作

家协会主席弗朗切斯科·拉涅里·马丁

诺蒂，意大利编剧、UNINT教授安东尼

奥·法尔杜托，意大利电影评论家、前

国际电影院主席阿德里亚诺·阿普拉，

意大利演员皮耶罗尼科西亚等意大利

电影人。

启动式结束后，活动嘉宾共同参观

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活

动的主题展览。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展

板全方位展示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以

及中国电影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

作和杰出影人，展现了中国电影人对电

影艺术和技术的追求探索。

本次展映活动集中展映了近年国

产优秀影片，展映时间从 12月 27日至

29日，每日两场。展映影片题材多样，

类型丰富，分别是《流浪地球》、《哪吒之

魔童降世》、《掬水月在手》、《悬崖之

上》、《白蛇传·情》、《你好，李焕英》。

本次活动得到意大利电影业界及

观众的极大好评，安莎社、晚邮报、共和

国报、意大利全国报业联合社、意大利

在线先知、意大利自由新闻、今日罗马、

罗马首都电台等多家意大利知名媒体

报道。

（郎雪）

本报讯 2022年12月29日，四川宜

宾三江新区沙坪街道龙峰村室内固定

放映点迎来首场放映，同时举行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公益电影+学习强国”首映

仪式，观影群众积极踊跃参与“学习强

国”答题活动，领取纪念品，感受着不一

样的观影体验。

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做出了新的重大部署，文化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魂，电影工作是文化振兴的重要

组成部分。宜宾三江新区作为四川省

首个省级新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赋予先行区的定位，在保障农村群

众每村全年免费观赏 12场电影的基础

上，积极推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两个

转变”：“流动放映”转变为“固定放映”、

“室外放映”转变为“室内放映”。三江新

区沙坪街道引导村（社区）把开启室内固

定放映点电影放映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程项目，以“电影聚人、多元融合”理念

助力乡村振兴。龙峰村室内固定放映点

开启后能满足当地农村群众全天候观影

问题，村民们可以坐在舒适的影厅，听着

环绕音响，看到更多更好的电影。用村

民的话来说就是：“想看什么电影就有电

影送上门，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到。还

有什么比这更安逸的呢？”

为确保首场放映顺利进行，宜宾文

传映三江院线提前做好统筹规划，落实

放映人员，增添相应设备，确定放映影

片，检修放映设备，及时订购下发授权

影片。技术人员早早来到现场，安装设

备、调试效果，做好各项准备。

身着“宜宾市‘清风满三江’廉洁文

化宣传队”队服的龙峰村党支部副书

记、纪检委员兼放映员李永庭，熟练操

作把“学习强国”平台投影到电影银幕

上，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上与农村、农民

有关的精神给群众宣讲，对“学习强国”

平台上“宜宾学习平台”内容给群众介

绍，村民们格外关注。紧接着开展“学习

强国”平台单人挑战赛和双人对战赛答

题活动，吸引现场观众积极参与。映前

播放了“森林防灭火”、“廉洁文化”等宣

传片，随后放映的电影《中国机长》让村

民们看得津津有味。当地群众以“公益

电影+学习强国”活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龙峰村是宜宾市首个把公益电影

室内固定点放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程的村，创新实施群众性参与“学习

强国”答题活动。室内放映点相较于室

外放映更具优势，无论刮风下雨，群众

都能在安逸的环境中享受电影带来的

“视听盛宴”，放映点还配备了空调系

统，冬暖夏凉，村民群众闲暇之余，不仅

能看电影，还可以看书、看报、讨论时政

民生等。

作为“3A”先进村党组织、市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的龙峰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于 2022年成立，党支部书记段丽

任站长，村两委成员为队员，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2022年开展理

论宣讲12次、科普宣传12次、青少年活

动 15次、健身活动 20余次、文化活动 8
次、志愿者服务 20余次。通过实践活

动，村民的文明和法治意识得到提高，

党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该村计划 2023年在

室内固定放映点每月放映两场，通过常

态化的“公益电影＋学习强国”宣传形

式，形成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的独有

特色，进一步凝聚人心促进发展。

龙峰村室内固定点公益电影放映

的开启，正是集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多项内容为一体的典范。“通过电影形

式，丰富活跃村民的文化生活，紧贴群

众生活实际，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学习

强国’平台的推广运用，更好的宣传宣

讲党的政策；平台上视频、音频、图片、

文字等多元素呈现，让老百姓听得懂、

能领会。用平台上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内容开展学

习宣传，培育践行主流价值，持续深入

移风易俗。”沙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廖

洪辉介绍说。“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有温度，

不仅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而且是

直接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曾健）

四川宜宾三江新区
把公益电影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程

本报讯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红塔

的灯光与明亮的社区交相辉映。处处充

满了浓厚的新年氛围，在这辞旧迎新的

时刻，为了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文昌祠社区居委会邀请保定

市东兴院线公司于2022年12月31日19
时在文昌祠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开展了

“齐欢乐，促和谐，辞旧岁，迎新年”庆元

旦主题电影放映活动，为社区居民播放

新年前的最后一场电影。

此次观看的电影名称为《独行月

球》，在正式观影前，工作人员先播放了

15分钟动画科教片，以此来向居民传播

中华美德正能量。

电影情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大家

围坐在一起，谈论的酣畅淋漓，时而开怀

大笑，时而泪眼婆娑，每一个人的心都跟

随着电影的节奏跳动，被影片中的一幕

幕感动，在电影播放完毕后，大家还迟迟

沉浸在其中，无尽回味。

此次电影放映活动的开展，不仅增

进了居民间的和谐关系，令居民亲如一

家，为居民的 2022年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也包含了社区对居民美好的新年祝

福，更是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

好的推进作用。 （影子）

保定市东兴院线举办
文昌祠社区庆元旦主题电影放映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阿拉丁文化传媒

集团发起，中国文艺协会与香山文化研

究中心联合主办，主题为“新时代，文艺

的力量”的第一届香山文艺之夜在北京

香山饭店举办。

香山文艺之夜发起人、阿拉丁控股

集团董事长阳仁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景小勇，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

侯克明，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研究生导

师陈淑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何雁，中

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康啸等参

加了活动。

阳仁强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推动人

类发展最核心的是文化、制度、科技，文

化非常重要，文艺是文化的一种很重要

的形式。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社会的价值观，与我们的追求结合，创

造中国人新的、有力量的文化，从而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可能是我们

这个民族未来 30年要解决的问题。香

山文艺之夜给年轻演员、编剧以及文艺

教育工作者和真正的艺术家颁发“红叶

奖”，把这颗关于文艺的种子在香山埋

下，待到春暖花开时就可能发芽。

第一届香山文艺之夜主题为“新时

代，文艺的力量”，共有主题沙龙、颁奖

典礼和雕刻时光酒会三个环节。沙龙

于当天下午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文艺

创作之路”。侯克明以“百花齐放出精

品，锐意创新看新人”为主题进行了分

享。他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 70
周年，我们的文艺繁荣跟“双百方针”有

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电影只有

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进一

步发展。文艺工作者只有精益求精，锐

意创新拿出好作品、好片子，才能获得

市场、观众的认可。圆桌讨论环节，侯

克明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

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王红卫，青年导演

沙漠、李漠，影视演员王传君，青年演员

李源冰围绕文艺创作的“变与不变”进

行了交流探讨。

第一届香山文艺之夜“红叶奖”典礼

于当晚举行，共有“舞·生命的律动”、

“乐·万物的共鸣”、“影·时间的光影”、

“文艺的力量”、“美好的明天”五个篇章。

在各篇章颁发荣誉环节，青年舞蹈

演员赵晗琪荣获“优秀青年舞蹈演员”、

青年歌唱演员张诗谣荣获“优秀民族歌

手”、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青年二胡教

师马可荣获“优秀国乐教师”、无界室

内乐团荣获“优秀国乐团体”、青年编剧

高临阳荣获“优秀青年编剧”、青年演员

李源冰荣获“优秀青年演员”、陈淑民荣

获“舞蹈教育贡献荣誉”、何雁荣获“文

艺教育桃李荣誉”、侯克明荣获“文艺

工作成就荣誉”。 （任可）

2023年 1月 3日，在第九届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期间，《中国电影

史》英文版首发式在电影节举办地

西安举行。此次英文版《中国电影

史》，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

电影历史及其发展的英文著作。

这部著作是在作者丁亚平

2022年4月著《中国电影史》（中文，

全三册）由中国书籍出版社付梓之

后不久，由李伟彬、张洁担任英文翻

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作

者丁亚平是我国极具影响力的电影

史学家、理论家和人文学者，博士研

究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

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他数十年潜心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此

次的著述历经数十年的积累，是作

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血凝结。

外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胡开

敏表示，《中国电影史》这部作品以

英文版出版，将极大满足海外中国

电影研究领域的学术需求，彰显和

提升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对外阐释

权、话语权，在国际上发出电影学术

研究的中国声音，展现新时代中国

电影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和学术

自信。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

英文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通过

VCR致辞说：“这本书是了解中国

电影产业的绝佳选择，书中包含了

丰富的信息，我们不仅要通过文字

的形式来呈现中国，也要把它变成

“中国故事”讲述给西方大众。”

《中国电影史》是外文出版社

“学术中国”系列的重要作品之一，

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面向国际学术

界和海外读者的中国电影史英文

著作。

丁亚平表示：“伴随着中国电影

产业疫后复苏，关于中国电影，包括

电影学术的国际传播显得尤为重

要，以史为鉴，坚持内容为王，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

话语和叙事体系，在世界的舞台上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是我们电影研究者的使命责任。”

《中国电影史》全书共记十章

47节，中文版字数 80余万字，英文

版字数 45万字。从 1905年中国电

影诞生之日起至2021年为止，全面

清晰梳理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

勾勒近120年中国电影艺术的历史

与现状，将电影百年历史地进行系

统性深刻的透视。书内涉及大量文

献资料，包括国内外杂志、报纸、学

术专著等，是在作者数十年学术积

淀的基础上萃取凝华，观点成熟而

又不失创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

国电影学术理论著作。

作者以自身独到的视角，丰富

的史料梳理 ，在浩繁广袤的资料中

博观约取，寻根究底，把电影艺术的

文化书写置于宏大的历史叙述和历

史想象之中，使得电影史研究既具

历史学养之深沉厚重，又洋溢文化

内涵之细腻灵动。作者在研究中将

细微分析与宏观掌控结合，注重文

献资料核实比较之后的审慎思考，

从总体把握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

走向。

电影的意义来自多向度的文化

和历史想象，在此基础上，作者建立

一种将电影作为被历史决定的社会

行为而言进行研究的方法，既展示

出电影研究对电影发展的格局的思

维脉络，又注重电影理论灌注和电

影社会文化考察，《中国电影史》正

是以这样的方式，融汇“今”“昔”，汇

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百余年中国电

影史图景。

这样把电影放在历史的背景和

语境之中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特

定现象的视角，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全球性语境和公共空间，在相当程

度上呈现出了电影的意义模式构

成。广义的电影运动以及史学凝视

就被整合进构成电影主体象征身份

之中，并作为描绘社会历史视野中

的电影发展脉络的图景展示，应富

有建设性的意义与价值。作者书写

电影史的意图也在于此。

《中国电影史》通过这样的研究

的方法探索书写电影史书写的新方

式，勾画了一部生动而清晰的中国

电影历史，注重中国电影历史的叙

述与来自西方的电影理论的评述相

结合，反映了中国电影史学发展的

近期新意识、新观念，纵深剖析，将

平凡的片段提炼、概括，没有学院派

的枯燥和刻板，且涵意隽永、韵味

悠长。

影视学者胡智锋称这部著作

“以全新的框架、独到的视角、重构

了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尤其是其开

阔的视野、对新史料的挖掘、对经典

作品的解读，别致而精彩，为一部令

人称道的电影史学杰作”。影视学

者尹鸿称此部著作“细致梳理中国

电影的历史与现状，坚持谨言、全面

的原则和求真的精神。作者长期从

事影视历史和理论研究，努力实现

学术性与历史视角的统一，为最具

活力的影视研究做出了贡献”。

丁亚平是我国培养的首届电影

学博士。曾发表学术文章 500 余

篇。出版个人著作《艺术文化学》、

《 影 像 中 国（ 中 国 电 影 艺 术

1945-1949）》、《中国当代电影艺术

史》、《中国电影通史》（两卷本）等

20余部。多部专著被译为英文、俄

文、阿拉伯文在国外出版。先后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等众多奖项。另有专著《一个批评

家的心路历程》、《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史论》在我国台湾出版。

丁亚平先后受聘担任北京师范

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浙江传

媒学院等校教授，“金鸡奖”、“华表

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百

合奖”评委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项目影视学科评审组召集人、评

委。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

年项目、年度项目和国家重点项目，

获批并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

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主

持完成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任

首席专家）。专著分别入选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

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中国电影史》中、英文版将面

向全球发售，英文版将发售到英国、

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

影电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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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活动（意大利站）举办

首届香山文艺之夜举办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玲线上致辞 罗马亚洲国际电影节主席伊塔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