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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汇聚“影视陕军”力量

本报讯 近日，由陕西省电影局

指导，陕文投集团、陕西省电影行业

协会主办，陕文投艺达影视、万夫观

影、陕文投影业公司、西部影谈等联

合承办的电影《满江红》陕西映前推

介会在文投国际影城成功举办。

陕 西 省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马 川

鑫，陕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 勇 ，陕 文 投 集 团 副 总 经 理 孙 昌

博，著名编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教 授 陈 宇 ，国 家 一 级 剪 辑 师 战 海

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裴亚

莉，陕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石

香莉，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会长赵

安，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段

鹏，陕文投艺达影视总经理贾轶群

及影视行业从业者、高校学生代表

参加活动。

马川鑫在致辞中指出，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电影产业的培育与发

展，大力支持精品创作、持续优化发

展环境、创新打造交流平台，推动构

建了灵活、务实、开放的电影产业发

展 体 系 ，涌 现 出 了 一 大 批 精 品 佳

作。党的二十大对“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

出重大部署，我们要把电影工作作

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

好，通过《满江红》等优秀影片，讲好

中国故事，擦亮“西部影视”名片，为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贡献陕西力量。

孙昌博表示，陕文投集团将始

终不渝承担国有文化企业的责任担

当，坚持“挖掘历史文化的当代价

值，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打造

陕西文化的市场品牌，推动中华文

化的国际传播”发展理念，赓续西部

电影创作优良传统，推动新时代西

部电影高质量发展。

在论坛环节，电影《满江红》编

剧陈宇用烧脑，热血，家国情怀这三

个关键词概括了这部影片。他表示

《满江红》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悬疑类

型片创作模式，一是创新“悬疑+”叙

事模式，兼具精致画面与快节奏，满

足了观众对悬疑片剧情烧脑、反转

的心理需求；二是大胆探索结合商

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之间的新主流

电影的发展方向，打造具有商业特

质的、高度影视工业化制作水准的

类型片，创新了主旋律故事和英雄

人物的表现和塑造形式；三是用电

影手法书写家国情怀，以青年一代

乐于接受的方式，弘扬时代精神，凝

聚精神力量。

国家一级剪辑师战海红表示，

《满江红》是少有的把一个类型片和

喜剧元素、悬疑元素都融合到一起

的影片，这对于创作上是一个非常

大的挑战。既要有烧脑的张力又要

让观众快速进入到另外一个情绪，

有很大的难度。陈宇跟张艺谋导演

的这种探索，其实是为中国电影开

创一个新的电影美学。

《满江红》联合出品人贾轶群从

“小人物反映大历史”、新主旋律与

商业电影结合的视角，全面解读了

《满江红》的时代感、史诗感与市场

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裴亚莉表示，《满江红》是一部充

满叙事魅力的电影，影片将悬疑推

理与古装喜剧做了完美结合，电影

中人物身份及性格随着情节的推进

不断展露，悬念层层释放，激起观众

无限好奇与猜想，影片以全新的视

角重构了历史故事，充满变现张力

与骨肉。

《满江红》由北京欢喜首映文化

有限公司、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品，陕西文投（影

视）艺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

出品。

（任可）

本报讯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

论委员会全体会员日前从电影剧作的

角度对2022年度公映的国产故事片和

动画片进行了投票评选，并经专家学

者组成的评委会进行了认真讨论和投

票，评选出了年度十大优秀电影剧作：

《邓小平小道》、《奇迹·笨小孩》、《万里

归途》、《长津湖之水门桥》、《人生大

事》、《狙击手》、《漫长的告白》、《妈

妈！》、《独行月球》、《熊出没·重返地

球》（动画片）。

此举旨在助力进一步提高电影剧

作的艺术质量，深化电影剧作的学术

研究，强化电影编剧在影片创作中的

重要作用，使之能下功夫不断讲好中

国故事，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电

影剧作，从而为国产影片的创作拍摄

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次评选出的年度十大优秀电影

剧作题材、内容、类型、形式和艺术手

法多样，创作者在多方面进行了较好

的艺术探索，从而为电影剧作的创作

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

（正言）

本报讯 日前，广东南方电影工程

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联通中讯邮电咨询

设计研究院就合作“数字电影产业集

群构建解决方案”在广州签署战略协

议。双方将共同积极探索5G、云、边缘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智能电影装备制造、南方数字影视后

期制作基地、数字影音媒资交易中心、

超级数字影棚综合体建设等方面的典

型应用场景，通过共建“数字电影工程

云运维技术联合实验室”等，开展项目

合作、标准制定、产品研发以及课题申

报等方式，共同推动我国数字电影产

业的发展。

这是广东南方电影工程技术研究

院作积极发挥全国首家电影工业智库

作用，做为广州市“重点企业发展链长

制”，推进产业高质发展行动电影产业

分链主单位，具体实施以《“十四五”中

国电影发展规划》为指引，打造以电影

工程技术集成创新驱动全产业链行动

计划纲要，布局数字电影产业，建立中

国电影科技新高地的又一重要举措。

广东南方电影工程技术研究院自

2021 年在广东建立以来，秉承持续为

中国电影贡献价值的理念，致力于电

影工程技术集成创新研发，推动我国

电影新工业体系的构建、电影复合型

人才培养体系和执业认证标准体系的

形成；开展电影装备智能制造、电影人

工智能系统标准化研究，拓展电影工

程技术领域趋势性科研课题的研究边

界的同时，积极服务政府战略，整合多

边资源，推动产业集聚，打造行业地

标。 为进一步加强在电影工程技术方

面的科研技术实力，影研院在中国电影

基金会指导支持下，发起建立“电影工

业技术创新发展专项基金”、“电影科技

创新频道”，先后与华为、中科院、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中

央美术学院、珠影集团、腾讯文旅、36
氪、南方影视传媒发展智库、洲明科技、

光科全息以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

国内外数字影视传媒领域头部科技、研

发、教育相关部门机构，对接和正在建

立深度优势资源的合作机制，积极发挥

广东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资源、

产业聚集、人才培养、金融服务等领域

的优势，协同国家相关部门、单位和机

构，为完善中国电影新工业体系构建

及中国电影新工业体系系列标准的制

定和推广提供相关研究成果。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原名邮电部设计院，1952 年创建于北

京，2006 年成为中国联通集团全资子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中

国联通的唯一咨询设计机构，业务涵

盖通信领域所有专业，为我国信息和

通信事业的飞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近年在网络技术研究、新一代信息

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成果突出。

广东南方电影工程技术研究院副

理事长关嘉宁，执行院长孙洪涛，副院

长冯学东、汪廷，院长助理谢旻瑶；36
氪海南区域总经理、电影科技创新频

道运营总监任磊远以及中讯邮电咨询

设计研究院总经理臧志宏，副总经理

王宝俊，副总工程师李宏伟、陈列强，

BU总监刘明胜等参加签约仪式。

广东南方电影工程技术研究院整合多方优势资源
进一步推动“数字电影产业集群”构建

1月 31日，《熊出没·伴我“熊芯”》

票房突破 10 亿，打破去年同系列单片

创下的 9.77 亿票房纪录，创“熊出没”

系列动画电影单片票房新高。而累计

票房已超 55亿元的“熊出没”系列，也

成为中国影史首个票房破50亿的国产

系列动画电影。

作为近年来春节档的刚需产品，

“熊出没”系列在保持自身水准同时，

始终稳定且强势地发力。拓普数据显

示，《熊出没·伴我“熊芯”》在春节档内

票房占比 11％，档期占比超过同系列

的往年作品。截至 2 月 14 日，影片票

房已接近13.6亿元。

创新、稳定——常青树最大的养分

2014 年，首部“熊出没”系列电影

《熊出没之夺宝熊兵》进驻影院市场便

斩获票房 2.47 亿，自此，票房只增不

减，屡次刷新自身纪录，这背后，是工

业化创作体系的体现。

“熊出没”系列出品人尚琳琳介

绍：“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团队，内

部有策划中心、编剧中心、台本中心、

动画表演中心等，都是专业的团队。

在创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系列审核节

点，由多个导演和负责人组成的智囊

团进行整体的把关，借助团队化创作

的力量去保证作品的稳定性。”她还透

露：“每一部做完后，我们都会进行市

场调研，找到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

之后再进行调整与提升。”

目前，“熊出没”系列已经有了比

较完善的创作方法与范式，创新更多

是从剧情入手。片方每年会从几十个

创意中筛选三四个创意进一步优化，

完善梗概后再进一步细化，最后才会

形成剧本。这个剧本生成的过程就是

一种工业化过程。

个人化的作品可能会很突出、很

优秀，但对于“熊出没”这样的系列化

IP而言，个人化无法保证每部的品质，

即无法保证作品与内核的稳定性。

“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很大的变

数，孩子肯定要看电影，看电影就是

‘熊出没’。大盘没有其他意外的话，

那么‘黑马’就是‘熊出没’。”这是北

京某影院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

所言，可见“熊出没”的稳定性与垂直

性。

在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

论研究部主任王纯看来：“‘熊出没’在

票房上不断稳定上升，主要得益于完

整的生态系统上建立的独特生产体

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内容深度

和文化属性，同时，在剧情反转、技术

制作、故事创新等方面也保持了一贯

的稳健。”

稳中求长，挖掘增量用户

“全片 2000多个镜头，70%的镜头

都涉及到特效。”影片导演林永长说。

“熊出没”早已不是观众们印象中

那个简单的动画或电视 7 点档。细数

前几部“熊出没”大电影，不难发现剧

情与主题上显示出了较高的多样性和

深度，“勇气”、“快乐”、“母爱”……内

容、画面都在升级，目标人群也在潜移

默化地变化着，最显著的特征是成人

观众比例的上升。

灯塔数据显示，想看《熊出没·伴

我“熊芯“》的观众中，30至39岁的观众

占据近半数，其中一部分来源于陪孩

子观看的家长，另一部分则是独立的

成年观众。

据尚琳琳透露，2022年观看《熊出

没·重返地球》的成人观众已达 25％，

“我们按照现场查人的方式，选取了十

个城市作为样本，所说的 25％是完全

不带孩子的成人观众。”

尚琳琳将时间轴推至三四年前，

那时成人观众独自去观看“熊出没”会

感觉不好意思，她笑称：“甚至一度‘借

娃去看熊出没’成为网上的一个热

梗”。但目前的情况已然扭转，成人观

众去看“熊出没”并被剧情所打动，越

来越成为一件正常的事，很多成人观

众也都在评论中坦诚了这一点。

因此，今年《熊出没·伴我“熊芯”》

宣发重心被放置于两个部分。一方面

是核心受众亲子人群，这是主要的宣

发重点。另一方面，片方则将精力放

在了青年人群上。传统的电视渠道吸

引儿童受众，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宣传

主打青年人群。

然而，长期以往形成的印象并非

朝夕能够更改，北京某影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的确，这个片子既适合儿

童也适合成年人，观众的年龄还是比

较广泛的。但在传统的观念里，‘熊

出没’还是儿童片，就像影院在排片

时，还是不会给‘熊出没’排晚上的

场。”对于这种情况，尚琳琳表示理

解，她希望慢慢通过观众的认可，改

变这种印象。

置身“史上最强春节档”，2023 年

的“熊出没”与多部强片同期上映，依

旧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有业内人士用“腰部中的头筹”来

描述这一 IP，在他们看来，9 部电影卖

出 50 亿的“熊出没”是“国漫的风向

标”，也是“一个标杆产物”，更将成为

“中国电影的新星”。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
评选出2022年度十大优秀电影剧作

《熊出没·伴我“熊芯“》个案：

持续成长的常青树
■ 文 / 梅紫

本报讯“电影只有一种表达，就

是情感。”近日，《流浪地球 2》发布情

感特辑，将影片中细腻且真挚的爱

情、亲情、师徒情……娓娓道来。“只

要被称之为电影就一定是有温度

的。”当观众在大银幕感受中国电影

工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被影片科幻

外壳下所包裹的情感内核深深感动

着。

“电影的核心就是表达情感，所

以只要是被称之为电影，就一定是有

温度的。”导演郭帆坦言《流浪地球

2》最核心的情感都离不开陪伴这一

主题。片中，与韩朵朵的爱情和家庭

给了刘培强力量，让他变得更加坚

定、勇敢，韩朵朵也出于对家庭的爱

与责任，支撑着她在病入膏肓时依旧

忍着疼痛说出“我在呢，一直都在”。

三位“父亲”也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

自己对亲人的关心与付出。图恒宇

为了给女儿完整的一生不惜与世界

为敌，放弃去地下城生存的名额。作

为刘培强的师父，张鹏长年的陪伴与

付出让他成为了胜似父亲的存在，甘

愿为后辈的存活而倾尽自己的所有，

甚至是付出生命。吴京动情分享道，

这是所有中国父亲“心里的那股善

良，是对家庭的责任”，刘培强在《流

浪地球》中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刘启和

地球或许也是受了张鹏的影响。在

危难时刻，父辈们完成了以生命为代

价的传承，把未来与希望一同交到了

年轻人手中，自己却化作了天上的星

尘为他们默默加油。

自上映以来，影片中的台词“我

在，我一直都在”广受喜爱，这一句

台词简单却又力量，让观众感叹《流

浪地球 2》是一部有温度的科幻电

影。一位已经“三刷”的观众激动表

示：“每次看到病房里的韩朵朵对刘

培强说出那句‘我一直都在’时，还

是会忍不住哭出来。”环顾整部影

片，不论是爱情、亲情还是生命的传

承，在重大灾难面前，一句“我在，我

一直都在”却能涵盖众多温暖的情

感，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让不可能

的事情变成可能。在灾难面前，个

体的力量可能是微小的，但陪伴却

是每个人能到做的最温暖、最能给

予别人力量的事。

（杜思梦）

《流浪地球2》情感特辑用温度冲破科幻外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