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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介会现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支菲娜以“中国电影发展的经验与创新”

为题，围绕 2018 年至 2021 年中国电影的

探索与突破，从各级主管部门对电影行

业的扶持措施、公共服务与惠民保障、疫

情暴发以来中国电影行业的应对措施、

生产提质与产品优化、壮大主体与市场

繁荣、科技创新与版权保护、中外交流与

国际合作等不同角度介绍了 2018 年以来

——尤其是疫情影响之下——中国电影

取得的最新发展成就。

随后，支菲娜与博纳影业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冬，万达文化集团

总裁兼万达电影总裁曾茂军，国家中影

数字制作基地副总经理马平分别聚焦

2018 年以来中国电影创作生产的发展与

工业化探索突破、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

的进程及影院发展和影院高新技术的研

发应用、中国电影基地建设的专业化、工

业化、智能化等专题进行了对谈。

于冬表示，近年来博纳影业坚持用

普通人的视角反映当代中国的感动故

事、感动人物：“其中很多都是真实发生

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人，你会看

到《红海行动》中海军陆战队里的普通

战士，《烈火英雄》中一线的消防官兵，

《中国机长》中记得给女儿过生日的飞

行 员 ，在 看 惯 了 好 莱 坞 超 级 英 雄 大 片

后，观众更加渴望看到的是本土市场的

英 雄 ，近 年 来 主 流 电 影 的 成 功 一 再 证

明，那些我们生活中的真实细节和细腻

情感更能够打动观众。”

曾茂军仍然看好中国电影行业的发

展，他表示，万达院线还会在电影行业持

续投资。“从我们自身发展来讲，万达目

前在全国已经开业的影城是 776 家，6600
多块银幕，大概占有全国 15%的市场份

额。为了保证我们在行业的领先性，万

达会继续保证开业的速度和在市场份额

方面的占有优势。”他还说：”因为万达集

团本身是做商业地产运营的，每年万达

都会开 50 家以上的购物中心商业地产，

所以作为商业地产配套的项目，电影院

是属于商业地产里面的主力店，是非常

好的‘人次发动机’，所以我们要保证和

集团同步的速度，同时也要在市场上获

取一些优质的物业来开，保证我们每年

仍然会开业 60 家以上的电影院。”

在电影相关科技方面，马平认为，中

国的自主研发力量越来越强，“在虚拟拍

摄现场用到的大量装备、设备都是我国

自主生产的，比如《中国机长》机舱里面，

16 个机位全是中国自主生产设计，很多

都是我们跟剧组积极配合的结果。”马平

还表示，现在国内有很多研究算法的高

校、企业都在投身电影相关技术的研究，

未来很有希望能带来创作力的进一步

解放。

“十几年前，如果要做一部动画片或

一个电影级别的特效，需要大量的资金、

几十上百人的专业团队。但是今天，这

些实时渲染以及虚拟形象的相关技术，

使得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团队就可以

达到电影级别的需求，我觉得这种技术

的升级换代会对行业带来新的冲击，在

它背后，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内容创作

的时代的来临。”

随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经理刘

春现场介绍了中国电影合作拍摄的相关

情况，并就国际上普遍受关注较多的中外

电影合拍领域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据刘春介绍，目前中国已经与 22 个

国家签署了双边政府间电影合作摄制协

议。自 1979 年合拍公司成立至 2021 年

底，共有 1184 部对外合作拍摄影片问世，

其中包括中国内地电影机构与 35 个境外

国家合作出品的影片 286 部。从 2000 年

至 2021 年底，中国共与 35 个国家合拍过

264 部影片，其中与欧洲国家合拍电影的

数量最多，达到 97 部，美洲国家为 86 部，

亚洲国家为 79 部，另外与大洋洲和非洲

的部分国家也有少量合拍电影作品。在

单个国别的电影合拍方面，与中国合拍

电影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达到 77 部，其次

是英国 57 部（其中 26 部英属），第三是日

本 32 部，第四是韩国 24 部，第五是法国

17 部。

票房方面，在自 2000 年至 2021 年底

中国与其他国家合拍的 264 部影片中，在

中国内地票房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共有

51 部。其中，中美合拍片在中国的票房

成绩最好，之后依次为：中韩合拍片、中

日合拍片、中法合拍片和中英合拍片。

在宣介中国电影最新发展成就的同

时，本次香港国际影视展期间，中国电影

联合展台还设立了线上展馆，邀请了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电影频道、中国电

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华人影业有限公司、江

苏幸福蓝海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心麻

花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

国际电影节、北京电影学院等 30 家有实

力、经验或专业特长的内地电影机构参

展，共重点展示了《长津湖之水门桥》、

《我和我的父辈》、《守岛人》、《革命者》等

88 部优秀国产影片。各参展机构以图

文、视频等形式在展位橱窗展示相关内

容，为已完成或正在开发中的优秀国产

影片提供与境外同行一对一精准配对的

机会，对接优质国际资源，开展深度交流

合作，推动富含优秀中国文化元素的中

国电影“走出去”。

其中，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此次线上展

会活动中围绕电影修复和全国艺术电影

放映联盟两个板块进行了重点宣传推

广。电影修复板块通过《盗马贼》、《祝

福》、《劳工之爱情》、《永不消逝的电波》、

《乌鸦与麻雀》5 部经典电影片段修复前

后的影像对比，展示了中国电影资料馆

精致修复实验室在 4K 修复、艺术修复、AI
人工智能修复、声音修复、黑白转彩修复

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全国艺术电影放映

联盟板块也介绍了中国第一个覆盖全国

的艺术电影放映推广平台创新型的艺术

电影放映模式，以及全国艺联成立五年

多来的发行业绩和影院规模。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负责人表示，

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之后，该公司还计划

根据全球疫情的形势及条件，本年度继

续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美

国电影市场等全球知名电影节展和交易

市场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并开展形式

多样的交流推广活动，向全球业界同行

展示中国电影的最新发展成就，展现中

国电影市场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和决

心 ，务 实 促 进 中 外 电 影 领 域 全 方 位 的

合作。

◎多角度宣介中国电影最新发展成就

◎持续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

本报讯“重庆市电影制片人协会”

日前更名为“重庆市电影制片行业协

会”。该协会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领导下的影视行业服务机构，以重庆市

电影局为主管指导单位，是重庆市电影

主管单位联系本土电影企业、电影市

场、市内外行业资源的纽带和桥梁，推

进电影文化发展的前端服务窗口，主要

职责包括政策宣贯、行政协调、行业规

范、产业交流、人才培训等。

近年来，多部电影取景重庆拍摄，

如《刺杀小说家》、《少年的你》、《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火锅英雄》、《失孤》、《一

九四二》、《日照重庆》等。该行业协会

表示，未来致力于从“拍重庆”转变为

“重庆拍”。 （支乡）

本报讯 3 月 12 日，电影《周立波》

（暂名）剧本创作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主创团队以剧本初稿为基础，围绕电影

的现实立意、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

节的取舍、戏剧冲突的构建、细节的丰

满、地域文化的运用以及电影片名的拟

定等问题，广泛听取了文艺界专家、学

者及影视从业者的建议和意见。

上世纪50年代，湘籍作家周立波回

到家乡益阳市清溪村，参加农业合作化

运动，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写

下著名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描绘了农

村生产生活、农民思想观念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

60多年过去了，周立波扎根农村创

作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一批文

学作品成为经典。对于新时代的文艺

工作者而言，周立波深入生活、扎根群

众进行文艺创作的精神值得学习。

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创作一部以

“周立波”和“山乡巨变”为题材的电影

作品，讲述湖南故事，具有重要的社会

效益和时代意义。

据悉，该电影将由湖南潇影第二影

业公司、潇湘电影集团、湖南清溪文旅

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谭仲池、赵楠联

合编剧，潘宝昌、赵楠联合导演，将于今

年上半年开机。

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

谭仲池，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

影局局长胡代松，省文联党组书记夏义

生，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潇湘电影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谷良参加研讨会。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冬奥首金获得

者杨扬及她的教练辛庆山共同担任顾

问，徐峥监制，王放放执导，孟美岐、夏

雨领衔主演，裴魁山、萨日娜、焦刚、张

国强主演，王浙滨、刘瑞芳担任总制片

人，王放放、王浙滨担任编剧的北京冬

奥组委特许授权电影故事片《我心飞

扬》发布荣耀特辑。中国冬奥首金获得

者同时也是电影《我心飞扬》的顾问杨

扬回顾了夺金之路的艰辛，并表示全力

以赴都会有收获。

《我心飞扬》灵感源自中国冬奥金

牌“零的突破”，讲述冬奥健儿拼搏进

取、为国争光的故事，1980 年中国代表

团开始参加冬奥会，屡次与金牌失之交

臂，失败与不甘像针一样狠狠刺痛中国

人的心。为实现零的突破，秦杉（夏雨

饰）组建以杨帆（孟美岐 饰）为代表的中

国短道速滑国家队，临危受命立志一雪

前耻。两人向金牌发起冲击，师徒关系

也面临着激烈的碰撞和重重考验。

特辑中，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同时

也是电影《我心飞扬》的顾问杨扬回顾

了夺金之路的艰辛。她认为竞技体育

非常残酷，但它也是有温度的，友爱的，

有力量的。运动是一个最好的让自己

不断突破自我的方式，同时也让女性有

机会展现力量和美。在回首那段令人

难忘的经历时，杨扬坦言：“一个是大量

的模仿，另外一个是要付出很多努力去

训练。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确实对自己

挺狠的，带伤比赛，那时候条件都不够

好，当时很多决定挺不可思议的。在不

断地突破小我之后，你才有机会真正地

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

随着影片上映，影片在各平台上的

口碑也逐渐释出，在猫眼、淘票票双平

台开画评分均高达 9.1，备受观众认可。

与此同时，在大众对冬奥及冬残奥持续

的热情下，影片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呈现

和身临其境的视觉奇观，让观众们在紧

张激动之余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民族自

信和国家荣誉感。

杨扬认为：“这部电影拍下来很不

容易，影片能够抓住动作特点，尤其是

近距离的慢动作，以及冰刀滑过冰面后

崩出来的冰碴子，那种力量感非常真

实。在竞技比赛当中你看不到的细节

和震撼可以通过电影感受到。”此外，她

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唤起过去 42 年大家

对一代代冰雪人的敬意。杨扬表示：

“奥林匹克以这样一个形式把大家聚在

一起，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

人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去交流，这也是

我们心目中向往的一个世界。”

（影子）

中国电影联合展台亮相第26届香港国际影视展

中国电影最新发展成就宣介会在京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贯彻落实《“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加

强中外电影交流合作，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在于3月14日至17日举行的第26届香港

国际影视展期间，组织设立了中国电影联合展台。作为本次联合展台系列活动的重要板

块，中国电影最新发展成就宣介会于3月14日在京举办。

据悉，本次宣介会旨在向注册参加本届香港国际影视展的全球影视行业同行、媒体

等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最新发展成就，宣介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及市场特点，

分析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及中国电影全行业采取的应对措施，介绍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电影

产业的复苏情况，介绍相关的电影产业政策，探讨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前景。活动举办

单位将对本次宣介会进行全程录播，并自3月17日起在香港国际影视展线上平台通过中

英双语版本面向全球播出。

重庆市电影制片人协会更名为
重庆市电影制片行业协会

电影《周立波》（暂名）剧本研讨会举行

《我心飞扬》发布特辑

杨扬：全力以赴都会有收获

研讨会现场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