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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期内，霍

建起导演曾多次为电影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此次“连任”，他依然保持着对电影产

业的关注。

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复苏，截至

3月 8日，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超过 143
亿元。谈起对中国电影产业复苏的感

受，霍建起委员表示，今年春节档大片类

型趋于多样化，有悬疑、历史、爱情、科

幻、喜剧和动画等，这说明中国电影产业

发展得更为成熟，导演们也更注意尊重

市场，尊重观众。

他还提到《流浪地球 2》，将高科技

的科幻内核，与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交织

在一起，以年轻观众们普遍愿意接受的

讲述方式，拍出能和国际接轨的科幻大

片，这是一个很令人欣喜的趋势。

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霍建起委员

今年的提案也是从创作端出发，呼吁在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的

基础上，也应考虑为电影拍摄“开绿灯”。

这份提案的缘起，是去年秋天，霍建

起夜游拙政园。行走在光影迷离的园林

中，和白天的观感完全不同。如果没有

导游提着灯笼引路，一定会迷失方向，仿

佛“游园惊梦”似的不那么真实。他认

为，以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为代表的

“拙政园”，用类型各异的方式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进行了拓

展，应给予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互动之地。

霍建起委员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旅游行走的重

要构成，传承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更为身临其境的

情景再现。

在夜游“拙政园”的过程中，霍建起

感受到不仅身在光影变幻间，且移步在

篆刻、书法 、昆曲等已是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曲径通幽处，淡淡的夜雾弥漫，

人在画中游，湖水倒映着亭中曼妙的古

装仕女，情景交融处飘落着婉约的昆曲，

月色朦胧，舞动的水袖，飘飘欲仙拖着残

影，如梦似幻。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相关部门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部署，

而“拙政园”的巧妙创意，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获得新的灵感和生命力，让深厚的

文化底蕴、独特的表现形式、鲜明的地域

特色、迥异的民族风格，光荣绽放。霍建

起委员表示，汇集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找到各自别样的典型代表交流，使

之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过去

常常在我们的电影中有所体现，如侗族

的歌、维族的舞、云锦的编织，汉字的书

法等，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

霍建起委员认为，电影是世界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途径，通过电影，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蜂拥而至前来观赏具

有人文价值的名胜古迹；与此同时，也希

望这些地方的管理部门能够支持电影从

业者为其提供便利的拍摄条件，在加强

文物保护的前提下，用真实的环境表达

电影质感的重现，而不仅仅是仿造的拍

摄基地，电脑特效的非现实臆想，因为这

类景观是不可替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唯一性，所以电影的参与与呈现就显得

弥足珍贵。

“在穿过荷塘的晚风中，我们感受了

明四家曾经徜徉在夜幕下的灯火阑珊。

有独特创意和好的决策，非物质文化遗

产才能得到保护和传承，才可能深入挖

掘民间传说的价值和精髓，从不同地域

文化中汲取灵感和素材，讲好中国故事，

赋予旅游文创新理念，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蕴含的核心思想、传统美德、人文精神

和独特魅力，用最美的艺术形式展现在

人们面前。”霍建起委员说。

“能够当选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心情很激动，这是对我莫大的认可和

鼓舞，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十四

届全国政协委员、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副总编辑王平久说。

今年是王平久第一次担任全国政

协委员，秉持着“要解决实际问题，不

能‘放空炮’”的原则，王平久委员从自

身工作出发，深入调研，梳理总结，带

来了《关于广泛动员文艺战线投身助

力乡村振兴事业的提案》和《关于推进

中国电影创新发展的几点认识的提

案》，建议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

村采风创作，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公益

活动；建议进一步推进中国电影题材

类型多元化，鼓励新主流电影发挥引

领作用，摒弃唯流量论、唯票房论、唯

流行论。

《中国电影报》：您可否为我们介

绍并解读您的两份提案，以及您提案

的初衷？

王平久：此次大会，我准备了两份

提案。

一是《关于广泛动员文艺战线投

身助力乡村振兴事业的提案》。乡村

振兴事业复杂而艰巨，我认为，目前乡

村文化的繁荣振兴举措创新还远远不

够，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服务乡村无

论是数量上、时间上、感情上投入还远

远不够，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还有所

欠缺。因此，我建议进一步推动乡村

文化振兴。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推动

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更

好强化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建议动

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采风创

作。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将深入

乡村生活、投身乡村振兴作为自己锤

炼艺术素养与道德修养，积累创作素

材与灵感的实践课堂。建议动员广大

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公益活

动。更好聚拢优质资源，加大对乡村

文化的多样化传播，甚至开展一些带

货、推介等经济活动，助力打造乡村知

名产品、支柱产业、文旅品牌，生动讲

述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二是《关于推进中国电影创新发

展的几点认识的提案》。进入新时代，

中国电影取得丰硕的发展成果。但发

展不平衡、供给结构不合理，对中国故

事、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美学挖

掘深度和广度不够，题材单一、创新不

足等问题仍然明显。因此，我建议进

一步推进中国电影题材类型多元化。

鼓励新主流电影发挥引领作用，多种

类型电影百花齐放；鼓励电影工作者

秉持人民情怀，摒弃唯流量论、唯票房

论、唯流行论，杜绝跟风、扎堆、注水、

悬浮的不良作风。建议进一步鼓励中

国电影开展创新实践。特别是青年电

影人要勇于自我革新、敢于突破，避免

畏首畏尾、讳疾忌医。职能部门在各

方面、各环节应给予支持。建议进一

步营造中国电影良好创作环境与舆论

生态。这需要社会各界加深理解、加

强沟通、共同努力。“艺术源于生活、而

高于生活”，我们倡导开放包容，避免

刻意的联想关联和过度解读；倡导理

性思维和正面化解疏导，应充分科学

手段研判和化解舆情矛盾，避免以偏

概全、误读误解。

《中国电影报》：您创作的《一起向

未来》等多个作品，都产生了较大的社

会影响力。您认为，该如何利用影视、

歌曲等艺术载体，向观众、百姓传递积

极的价值观？

王平久：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职责

使命。与很多其他艺术家不同，我创

作歌曲的灵感、表达与传播，是与我作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一名大型活动策

划组织者之间的实践、感悟与思考相

互贯通的。

我认为，好的作品无论影视、歌曲

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首先应该以发现、

观察的眼光观照时代、观照群众的心

声，真真正正做到有感而发。此外，文

艺创作也要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更多采用时下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

法、传播方式，才能更好与受众产生对

接和共鸣。

《中国电影报》：作为电影行业权

威、专业的媒体，您认为电影频道将在

未来的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怎

样的角色？

王平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这是对媒

体工作发展方向的最新指引。

近年来，我们以“电影，共享美好

生活”理念为引领，以建设中国电影

全媒体传播体系为目标，在电视栏目

与新媒体矩阵融合发展、大型活动举

办、创新宣传形式、品牌焕新与商务

拓展、自主发展与交流合作等各方面

工作进行了广泛探索，取得很多成果。

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电

影频道始终坚持“国家队”、“主力军”

的定位，履行好中国电影宣传推介、组

织评论的职能，力争以高质量传播服

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我们整合优

质资源，努力为广大电影人和电影机

构营造良好的创作舆论氛围，提供开

放、有力的制投宣发媒体融合平台支

撑，发挥枢纽牵引作用，集纳社会各界

优质资源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更多支

持；另一方面，作为服务全国观众的国

家级电影专业媒体平台，我们力争为

广大观众搭建电影文化与美好生活之

间的沟通桥梁，以更多的精品力作和

更好的媒体服务满足全国观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怀揣使

命与信心，以身作则，带领团队努力

干，推动电影频道焕发新的生命力，探

索中国主流电影传媒新形态、新样式。

霍
建
起
委
员
：

电
影
是
传
播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最
好
途
径

■
文/

本
报
记
者
李
霆
钧

王
平
久
委
员
：

鼓
励
新
主
流
电
影
发
挥
引
领
作
用

■
文/

本
报
记
者
李
霆
钧

本报讯 作为全球电影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和

活动之一，2023香港国际影视展于3月13日至16
日举办。

香港国际影视展由香港贸发局主办，是亚洲

最大的影视作品交易市场。2023香港国际影视

展重启线下模式，得到了全球展商的积极参与。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在影视展期间牵头

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组织内地优秀电影企业

及优秀国产影片参展，并通过线下展台、线上展

馆、主题宣传片和中英文手册等多种渠道和形

式，面向注册参展的全球影视行业同行、媒体等

集中展示中国电影最新发展成就、宣介中国电影

产业政策，为国内电影机构和相关项目更好地走

向国际“架桥铺路”。

▶ 线下展区：

76部电影重点展示

今年是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连续第二年亮相

香港国际影视展，31 家内地优质电影机构和 76
部电影作品在中国电影联合展台线下展区得到

重点展示。展位上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展示电影

机构的相关推介内容。《流浪地球 2》、《满江红》、

《长空之王》、《澎湖海战》、《小山河》等已经完成

或正在开发中的内地电影作品，以及近三年的优

秀合拍影片，也在线下展区进行宣介。

今年，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还设立线下交易洽

谈区，为优秀国产影片提供与境外同行一对一精

准配对的机会，推动富含优秀中国文化元素的国

产电影“走出去”。

2023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全面复苏，获

得档期票房历史第二名。重工业科幻电影《流浪

地球2》也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取得了近

年来中国电影海外放映的最好成绩。

市场迎来全面复苏，联合展台也吸引了海内

外展商的广泛关注。交易洽谈区中，一批来自全

球的各地的电影人与各参展机构在现场开展面

对面交流，现场洽谈气氛活跃。

▶ 多渠道宣介：

多角度、全方位向世界展示

中国电影的形象和成就

此次线下展位的内容会在香港国际影视展

线上平台和中影影视国际版权交易平台进行同

步展示。

联合展台还准备了包含中国电影联合展台

介绍、中外电影合拍相关政策和部分内地电影机

构信息的中英文手册，并制作了展示近年来优秀

国产影片成绩，以及2023年春节档优异市场表现

的中英文主题宣传片。多角度、全方位向世界展

示中国电影的形象和成就，促进电影领域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

此次香港国际影视展中国电影联合展台为

内地电影机构、相关项目提供了与来自全球各地

的从业者、媒体人增进了解、深化合作的新平台

和新契机。在对接优质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的同

时，也将吸引更多海外优质电影企业、电影项目

将目光投向中国。

（姬政鹏）

◎内地参展电影机构名录：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幸福蓝海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好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瑞（上海）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魅力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星皓影业有限公司

翊翊（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欢喜首映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影业（义乌）有限公司

北京瑞莱尔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蓝色大海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虎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瑆爵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臣工影业（深圳）有限公司

中央新影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电影频道

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中国电影基金会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国际电影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中国电影联合展台亮相
香港国际影视展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电影局局长任晓山调研省电影公司，听取公

司发展及农村公益电影情况工作汇报。湖南

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欧阳文风、副处长刘

开云、二级调研员梁蓉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任晓山高度肯定了公司近年来

的发展成绩，点赞了省电影公司在困难局面

下的开拓进取精神，并对公司未来发展提出

四项要求：

一、坚持党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省电影公司作为国有文化企业，要把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贯彻上下功

夫，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

心，在工作中起到战斗堡垒作用。

二、聚焦电影主业，深耕湖南市场。今年

电影市场高开高走、强劲复苏，我们要抓住机

遇，坚定自信，楚湘院线和芒果影院要提供优

质服务，做大做强做优；要尝试开辟新领域、

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植根湖南红色热

土，挖掘特色题材，投资特色电影，讲好湖南

故事，做成精品，形成好的市场效应，同时注

意规避风险；要加强湖南农村公益电影服务，

加强公益电影放映平台管理。

三、理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以改革激

发动力活力。改革永远在路上，公司要向改

革要动力，深化改革激发员工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要注

重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整合，建立健全

运营体制，坚持以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增强企

业活力。

四、发挥人才支撑性、战略性作用，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发挥人

才在企业发展中的支撑性作用，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首先用好现有人才队伍，立足岗位，

做到人尽其才；同时要向社会广招贤士，引进

经营、管理专业人才；还要采用灵活、柔性的

用人政策，人尽其用。?湖南?省电影公司有

辉煌的历史，希望省电影公司创造更加辉煌

的未来，省电影局一定全力支持公司的发展。

会上，总经理李胜详细汇报公司发展的整

体情况。就芒果连锁影院、楚湘院线、制片发

行、农村公益电影、票务广告平台、重点影片

宣发、电影技术服务等各个板块提出了具体

的目标和执行措施。

（稿件来源：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任晓山一行
调研省电影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