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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寄语

盛典在国际电影同行的贺词中

拉开了帷幕。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

会会长黄军首先致欢迎辞，对支持

和参与本次盛典的嘉宾表达了谢

意，介绍了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的

历史，表示儿童电影承担着对未成

年人进行美育和心智培养的神圣使

命。作为儿童电影工作者，他希望

通过优秀电影将真善美的种子撒进

孩子心田。

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

代表主办方致辞。她指出：中国儿

童中心由衷希望以本次电影展为契

机，与儿童影视的各界专家和相关

单位一起深化合作，携手共进，带动

全社会都来关注支持儿童影视产业

发展，构建国产儿童电影发展的社

会支持系统，用心用情做好儿童影

视教育工作，让影视教育在儿童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道路上真正地

发挥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的作

用，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

献力量。

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总

编辑、党委副书记张玲在致辞中表

示：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是为中外

儿童电影传播和交流而搭建的国际

化舞台。多年来，电影频道一直重

视中小学生,这个在电影受众中最有

朝气、最有潜力的群体。在电影引

进和电影编播工作中，电影频道坚

守“电影育人”、“电影化人”的崇高

使命,始终不懈地致力于中小学生影

视教育，积极开拓中外儿童电影的

传播和交流。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

宏表示，百年来中国儿童电影形成

了富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儿童

电影艺术发展路径，儿童电影具有

引领成长道路、弘扬时代新风、启迪

智慧心灵的重要作用。本次盛典是

对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史的回顾和新

征程的展望，中国电影家协会将始

终支持中国儿童电影发展，推动文

化强国建设。

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林怡表示：举办中国国际

儿童电影展、推广儿童影视教育是

中国儿童中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少

年儿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丰富少年儿童育人手段的重要举

措，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

国形象的重要方式。希望中国国际

儿童电影展坚持以儿童为中心的基

本原则，深入儿童生活，凝聚儿童精

神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锐意进

取、砥砺前行，用心用情推动儿童影

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强国。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

任顾秀莲表示：中国儿童电影是中

国电影艺术花园中的一块纯净乐

土，也是青少年美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

告为青少年教育、电影艺术等工作

明确了发展的方向。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

少年的桥梁和纽带，今后将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坚持关心、教育、培养

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国家电影局、教

育部等部门积极合作，共同推动新

时代的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在新的百

年征程上再创辉煌。

光影百年

“光影百年”篇章首先通过专题

片回顾了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的发展

历程。随后，著名表演艺术家、第3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

者陶玉玲为演员颜丹晨颁发了

“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形象大

使”聘书；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赵实为著名导演艺术家、

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王好为颁发了“2022中国国

际儿童电影展艺术顾问”聘书。同

时，四位嘉宾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

进行了艺术分享。

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秘书长、著

名演员张光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

学会副会长、著名演员郭晓东现场

向小演员代表赠送了影视书籍，并

深情寄语小演员希望他们从中汲取

精神营养。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原国家

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中国

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中国电影

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中国儿童电

影制片厂原厂长窦春起，中国儿童

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为《中国儿

童电影研究丛书》举行了首发仪式。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江

平带来了配乐诗朗诵《于蓝老师的

故事》，追忆了于蓝老师为中国儿童

电影事业奉献一生的感人故事，表

达了全体儿童电影人对老一辈电影

艺术家的崇高敬意。

光影童心

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面向

全球各大青少年电影导演，制片人，

国际电影展，发行商广泛征集儿童

电影，遴选出伊朗、荷兰、比利时、韩

国、墨西哥、挪威、冰岛、中国等20多
个国家两年内创作的多部影片，经

由儿童青少年组成的评委团分组投

票，按照小学组、中学组，故事片类、

动画片类共颁发 7个“我喜爱的影

片”专项纪念证书。

现场由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钱军，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

明振江，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总经

理乐可锡，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副主任杨玉飞，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电影剧作家张之路，中国电影美术

学会会长、著名电影美术师 霍廷霄，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

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皇甫宜川，中

国儿童中心党委委员、对外交流中

心主任余冬云，北京电影学院动画

学院院长李剑平，中国动画学会顾

问余培侠与小影迷代表一起揭晓了

投票结果，并为相应影片和演员颁

发了证书。第13届中国国际儿童电

影节最佳儿童女演员杨心仪演唱了

歌曲《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现场展播了第二届“美丽视界

美德少年”全国少年儿童短视频征

集活动中的最佳作品，由中国儿童

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侯克明、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王新立

为获奖师生颁发了证书，以鼓励少

年儿童自己用镜头发现美、表达美、

创造美。

光影启航

为了对给予本届电影展大力支

持的各单位表示感谢，电影展组委

会邀请中国电影海外推广有限公司

负责人谷国庆，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喇培康，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

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孟春，《中国

火炬》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李小千，

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朱虹子，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焦宏奋，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

理事长周建东，著名电影导演、中国

电影美术学会副会长石建都，著名

电影制作人、电影导演钟海为各支

持单位授牌。出席授牌仪式的支持

单位嘉宾有：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盛通教育集团

总裁贾春琳，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副秘书长朱东云，北京电影学院党

委常委、纪委书记支宏伟，中国电影

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著名演员郭

晓东，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彭锋，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熊

猫艺术发展基金秘书长徐大伟，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儿童

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副主任暴鑫，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静

宜，天士力控股集团品牌传播中心

总经理李庆文。

活动最后，本届影展典映影片

《再见土拨鼠》的主创团队——导

演、编剧杨程成，监制、剪辑指导张

建华，制片人宁晨羽，联合制片人徐

思远介绍了影片的创作初衷、分享

了拍摄过程中的趣事。

（李佳蕾）

本报讯 3月 19日，新疆克拉玛

依市首部原创动画电影《克拉和

玛依历险记》在乌鲁木齐市新疆

人民剧场举行了首映礼。这部动

画电影是在新疆党委宣传部、新

疆广电局的支持指导下，由新疆

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监制，克拉

玛依广播电视台出品，源欣影业

（北京）有限公司、南京风谷云动

漫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原创动画

作品。

电影总导演、编剧、原画设计

杜毅介绍，影片于 2017 年底进行

了立项创作，初衷是为了向全国

观众宣传克拉玛依，让更多人了

解大美新疆以及新疆人民善良勇

敢、勤劳朴实、诚信乐观的优秀品

质。历经多次修改和推翻重来，

最终在 2018 年初确定了大纲和原

画，开始了动画片创作。

影片生动讲述了来自黑油山

的两个小精灵“克拉”和“玛依”，

勇敢无畏面对陨石军团的一次次

灾难性破坏，通过寻找“生命之

花”金色雪莲，帮助金丝玉精灵

“宝石光”寻找父母、找回记忆，重

建绿色家园的故事。

杜毅表示，这部新疆本土原创

动画电影从原画设计到剧本创

作，从角色设定到风格定位等，历

时 5 年时间，100 多个角色设定创

作，1000 多个场景渲染，经历了 72
次反复修改，整个创作过程非常

艰辛，探索走出了新疆本土动画

全流程创作生产的第一步。希望

通过本片为全国的小朋友们展现

出乐观、坚强、聪明、勇敢等美好

品质，传递互助友爱、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传播生态环保、珍惜资源

的现代生态理念；阐释和谐团结

的重要意义，引导小朋友学习团

队 协 作 精 神 ，共 同 战 胜 困 难 和

挑战。

新疆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以

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

润疆，跨行业融合发展，依托动画

电影和动画系列剧的创作公映，

正将“克拉”、“玛依”打造成有辨

识度的 IP，填补新疆原创动画产

业空白、打造动画产业和文创、旅

游同频共振，为新疆的动画文化

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建设美好新

疆。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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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吉林吉动禹硕影视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吉林动

画学院、吉林吉动文化艺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原创 3D
动画电影 IP“青蛙王国 ”系列第

四部《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

接档前作《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

日前定档 4月 1日。

据介绍，全新的《青蛙王国之

奇幻女王历险》欢乐满满、笑料不

断，把观众带入充满奇思妙想、又

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动物王

国。电影主要讲述了青蛙王国的

公主吉克即将加冕为王，与此同

时，鼹鼠国却受到了污水侵袭，面

临生存困境。受野心家鼹鼠博士

蛊惑，鼹鼠大王决定进攻青蛙王

国夺取水源，面对重重危机，刚成

为女王的吉克与蛙族的小伙伴们

命运将会何去何从？伴随着他们

的欢乐冒险，一个尘封多年的秘

密也即将揭晓……蛙鼠大战，一触

即发，欢乐开启。

与上一部《青蛙王国之极限运

动》相比，这部电影更侧重讲述吉

克公主冒险与成长的故事。吉克

这次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天真

无忧的公主成为独当一面的女

王，自然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通过吉克身份的转变和成长

的故事告诉孩子们面对困难不要

害怕和逃避，要勇敢的直面它，解

决它，因为磨练最后都会成为我

们成长路上的勋章。 （花花）

本报讯 国产动画《雄狮少年》

发布日版预告，宣布定档 5 月 26
日起在日本上映。日语配音阵容

揭晓：花江夏树为主人公阿娟配

音，樱田日和为与主人公同名的

少女阿娟配音，另外还有山寺宏

一、甲斐田裕子、山口胜平、落合

福嗣等加盟。

《雄狮少年》由孙海鹏执导，里

则林编剧，影片聚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朴实的视角，讲述拥有

舞狮梦的留守少年阿娟与好友组

成舞狮队，打破偏见、一路跌跌撞

撞、最终创造奇迹的成长故事。

该片于 2021年 12月 17日在国

内上映，累计票房 2.49亿元。

（花花）

《雄狮少年》日本定档5月26日

《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
定档4月1日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
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儿童中心、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主办

的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全国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赵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钱军，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电影卫星

频道节目制作中心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张玲，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黄军，以及来自影视界、教

育界等相关单位代表、专家学者、艺术家、儿童代表等400余人参加了活动。

作为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的重要活动，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以“光影

相伴·百年童心”为主题，分为“光影寄语”、“光影百年”、“光影童心”、“光影启航”四大篇章，呈现了一

场艺术与学术、历史与未来交相辉映的光影盛会。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致辞

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赵实为王好为颁发聘书

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