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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映”
活动苏州举办

记录新征程奋进步伐
书写新时代光影答卷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国

家电影局在全国组织开展迎接党的

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从 7

月 1 日至年底，将重点展映展播一批

十九大以来创作推出的优秀电影作

品。这不仅能够为党的二十大营造

浓厚氛围，而且也是对近年来中国

电影创作生产的盘点与总结，值得

探讨与思考。

这些作品有力地配合了党和国

家重大宣传任务，在思想挖掘上有

深度、艺术表现上有创新、技术制作

上有突破，是近五年来中国电影的

集大成者，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典型

性和人民性。“我和我的”系列三部、

《守岛人》、《夺冠》、《攀登者》等作

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通过小人物讴歌大时代、通过小事

件展现大主题，书写出生生不息的

人 民 史 诗 ；《红 海 行 动》、《中 国 机

长》、《一点就到家》、《奇迹·笨小孩》

等作品，记录时代印记，弘扬时代精

神，用视听语言讲述当代中国、江山

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的奋进故

事；《长津湖》系列、《金刚川》、《狙击

手》等作品，实现了电影人与广大观

众的长久夙愿，缅怀先烈、振奋精

神、繁荣市场、引发讨论；《流浪地

球》、《悬崖之上》、《1921》、《峰爆》等

作品，在类型化叙事上不断探索创

新，用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笔

触抚慰心灵温暖人心；《中国医生》、

《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作品，既是对

伟大抗疫精神的艺术诠释，更是电

影人在抗疫斗争中的担当作为。这

些影片把握时代之魂、关注时代之

需、聚焦时代之变、引领时代之风，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和欢迎喜

爱，累计票房达到 380 多亿元，扛起

中国电影振兴的旗帜，在百年光影

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烙印，成为

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电影管理体

制改革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党对

电影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加强，

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

导向更鲜明，旗帜更昂扬，引领更有

力，电影发展的制度优势、组织优

势、政策优势、保障优势充分彰显，

饱含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的作品应运而生、恰逢其时。

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电影市场和

产业体系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近

年来，电影发展充满活力，电影市场

持续繁荣，电影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电影科技研发成果显著，对外交流

合作深化拓展，管理服务水平不断

提高……这些都为出精品出经典出

大作培厚成长沃土、奠定坚实基础。

这些作品的产生，是市场主体发

展壮大的必然结果。这些作品的出

品方制片方发行方，既有持续做优

做强的国有电影企业，又有不断发

展壮大的民营电影企业，也有异军

突起的互联网电影企业和电影基地

园区，还有各具特色的中小微电影

企业等，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市

场主体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带

动全行业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电影人共同

努力的必然结果。各行业协会和人

民团体，团结服务广大电影人，积极

主动作为，加强联络协调，通过创投

孵化、宣传展映、研讨交流、监管维

权、评奖推优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深

层次多角度助推精品勇攀高峰，努

力营造出天朗气清的行业新风和山

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半

数以上是在疫情期间创作拍摄推出

的。尽管全行业面临巨大困难挑

战，但大家不忘初心，坚定信心，顽

强拼搏，不懈奋斗，彰显出中国电影

产业的实力和韧性，体现了中国电

影人的力量和担当。

通过回顾梳理这些优秀影片，让

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紧紧扭住创作

拍摄优秀电影作品这个中心环节和

首要任务，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百花

齐放，做大做强产业，激活繁荣市

场，以《“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

划》为统领，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

道路，用光影描绘新时代恢弘气象

和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为中国电影

赢得更大荣光！

本报讯 近日，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携手香奈儿，支持中国青年电影导

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首届“成

为导演之前”主题影展开幕。

此次“成为导演之前”主题影展

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青葱计

划”发起人、著名导演李少红，以及知

名演员周迅联合策展，旨在展开电影

业跨代际对话，回溯“成为导演”之

路，回归创作原点，激励更多青年创

作者勇敢前行。

大师重温单元由李少红执导、周

迅主演的作品《生死劫》作为开幕影

片，这是师徒二人的第四次合作。影

片讲述了女大学生爱上人面兽心的

“魔鬼”，历经生死劫难后重生的故

事。影片曾于 2005 年美国翠贝卡电

影节首映并荣获该届电影节最佳故

事片奖，此次属在国内大银幕首映。

当天开幕影片《生死劫》放映后，

李少红导演感叹 17 年后回看这部作

品，仍然非常感动，仿佛时空、人物、

故事都没有变。同时她坦言选择《生

死劫》为此次影展的开幕影片，也是

希望续写十七年前与香奈儿品牌及

美国翠贝卡电影节的深厚缘分。周

迅回看当初的角色也感慨颇多，她透

露自己是首次在大银幕上欣赏这部

影片，当初拍摄过程非常辛苦，地下

室的闷热、化妆时的疼痛、小商品市

场的混乱，各种场景都历历在目。

在香奈儿的特别支持下，“青葱

计划”影展开幕论坛“成为导演之前，

进入视野之后”顺利举行。本届主题

“成为导演之前”准确概括了“青葱计

划”的本质：助力具备主观创作欲望

与潜能的青年影像作者成为导演。

在李少红看来，“青葱”其实是一个起

点，也是一个孵化器，“成为导演之

前”属于“青葱”，成为导演之后又是

一个新的起点。“青葱”像一个家一

样，对青年导演会有一种期许，希望

他们能够更勇敢地向前走。这与香

奈儿文化艺术的全球视野及对青年

创作者专业上的支持理念极为相通，

拓展与电影界的持续对话，放眼全球

发掘赋能青年电影创作者的长期愿

景。

论坛现场，各位嘉宾围绕“青葱

计划”的初心、价值、理念等维度各抒

己见。第七届“青葱计划”主席黄建

新坦言，“青葱计划”不单培养了青年

人，青年人也在推动上一代导演进

步，这样跨代际的对话与双方之间的

互补，对于中国电影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的

眼中，“青葱计划”并非简单地为商业

市场增加生产力，而是希望行业前辈

能够多一份责任与担当，助力中国青

年导演得到传承与发展，鼓励他们用

新一代导演语言，记录当下的时代。

第六届“青葱计划”主席管虎研究过

国内众多电影扶持计划，他认为“青

葱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能够依托

专业而成熟的导演团队，把青年导演

推到一线筹备，推到现场拍摄，推到

后期剪辑，最终完成一部真正的作

品。

现场嘉宾作为行业前辈，也不乏

对青年导演的建议与期望，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秘书长刘仪伟从实操的角

度出发提出四点经验：第一，拥有相

信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成为导演。第

二，自己创作剧本，成为一名真正的

创作者。第三，具备制片人思维，明

白剧本需要多少资金才能落地。第

四，多接触优秀的行业人士，积累有价

值的资源。“青葱计划”导师董润年强

调“传帮带”的重要性，伟大的导演不

会凭空出现，背后一定有继承和发展

的影史脉络。此次“青葱计划”开幕论

坛主题为“成为导演之前”，意味着每

位青年导演都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自己选择的创作风格，继承和发展的

根源在何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开幕当天，现场的“青葱”导演代

表畅谈新生代的创作表达与抵达，分

享了处女作获得一定成功后的成长

感悟，发表了对市场和观众的多样理

解。尤其在他们首部作品进入行业

的视野后，外界对第二部作品提出了

更高要求，这种压力也令他们期待创

作出既有个人表达、且与时代共振的

佳作。

第一届“青葱计划”五强导演申

瑜表示，电影《兔子暴力》源自自己的

课堂作业，原本没有想到能与观众见

面，在参加“青葱计划”后，李少红导

演和其他前辈都为自己提供了很多

帮助，才让《兔子暴力》有进入院线的

可能性，自己参加“青葱计划”非常幸

运。

第三届“青葱计划”五强导演梁

鸣认为，青年导演应该抓紧一切机

会，尽快地去完成处女作，因为永远

没有完美的筹备状态，无论是资金、

市场、设备都不是问题，不能在犹豫

中等待，重要的是行动起来。此外，

虽然要多听别人的建议，但也要相信

自己的直觉，因为这是属于你的作

品。

“青葱计划”经过数载的扎实积

累，逐渐成为记录中国 80 后、90 后、

甚至接下来 00 后青年电影创作者的

“时代样本”。“青葱计划”首届主题影

展于 7 月 15 日——7 月 17 日正在中

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展映包括大师

重温单元及青葱聚焦单元共 6 部影

片。除了开幕影片《生死劫》之外，青

葱聚焦单元甄选 5部“青葱”导演们斩

获国内外大奖的优秀作品进行展映，

片单包括：梁鸣执导的《日光之下》，

黄璜执导的《武林孤儿》，叶谦执导的

《蕃薯浇米》，申瑜执导的《兔子暴力》

和白雪执导的《过春天》。“青葱计划”

期待通过此次影展，呈现 7 年以来默

默耕耘并积蓄的亮眼成绩单，分享年

轻创作者“成为导演之前”的萌发生

长之路。

（影子）

本报讯 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讲话：“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了

香港历史新纪元。25年来，在祖国全

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

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进

一步深化苏港文化交流合作，共同讲

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苏港合

作共赢故事，持续深化苏港文化领域

交流合作。7 月 16 日，由江苏省电影

局、江苏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主办，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人

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承办的“相约

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映”活动在苏州

正式启幕。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梁勇，省电影局

副局长王明珠，省港澳办副主任张松

平，中共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

洁等出席相关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议员马逢国，香港电影发展局

主席王英伟视频致辞。

4大单元，15部电影，

苏港破浪前行“有艇搭”

“相约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映”

共分为“修复经典”、“星光熠熠”、“都

市回眸”、“再见江湖”4个单元，陆续放

映《阿飞正传》（4K）、《阮玲玉》（4K）、

《笑傲江湖》等 15 部香港经典电影。

截至开幕，影片预售已超60%，受到了

广大影迷观众的热捧。作为庆祝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官方认可活

动，本次展映也得到了中国电影资料

馆、香港商报、光影江苏运营中心、苏

州广播电视总台和苏州海外联谊会的

支持。

在启幕仪式上，金洁表示，苏港两

地交流源远流长。两座城市，一个是

“东方水城”人间天堂，一个是“东方明

珠”中国之窗；苏州水网密布，香港四

面环海，两地都依水而生、因水而兴，

也因为水而有更多的交融交集。

同时，苏港两地电影情缘源远流

长。《凤冠情事》、《游园惊梦》等香港戏

曲片均取材于苏州昆曲，《阮玲玉》、

《单身男女》等影片曾在苏州取景。如

今，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融入内地文

化，在全国市场中探寻实现艺术的更

多可能性。“让我们用光影做请柬、以

时光为邮戳，重温香港经典电影带来

的热忱与感动，进一步深化苏港文化

交流合作，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故事、苏港合作共赢故事。”

金洁还表示，五年前，习近平总书

记用“苏州过后无艇搭”勉励香港珍惜

机遇、抓住机遇；五年后，苏州与香港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新时

代大潮，破浪前行“有艇搭”。

杨润雄通过视频致辞，他表示，香

港电影是中国电影谱系中一个重要的

部分，当中不少高水平的作品，在国际

电影展上屡获殊荣，香港的电影独特

的风格，无限创意，形成港产片的非凡

魅力。国家非常重视和支持香港电影

的发展，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便利香港与内地电

影业界的合作互补。而近年内地与香

港合作拍电影，提升产量质量及制作

规模，带领优秀的华语电影开了新的

格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

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政府会促进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化

的发展。这次电影展，可以进一步深

化内地与香港电影文化的交流。“最后

我感谢这次电影展，希望这次江苏与

香港电影的强强联手，能推动内地与

香港在电影文化的交流合作，为电影

产业注入新的动力。”

马逢国在视频致辞时表示，“去年

国家提到要把香港打造成为中外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对香港的从事文化工

作特别是电影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

舞，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更努力地去制

作更多的、更好的电影，说好中国故事

向全世界的社会传达我们国家的主流

的文化内容。”同时，他认为这一次举

办“相约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映，可

以通过电影，来共同分享香港回归祖

国25周年的喜悦。

王英伟同样通过视频致辞，他认

为，江苏一直盘踞全国最高票房收入

省份的前两名，江苏人热爱看电影的

程度可见一斑。“我们将进一步鼓励香

港电影人与内地做更深度的合作，发

挥香港人才优势与内地电影市场的优

势，携手共进，制作更多、更高质量的

电影，贯彻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的角色。”

活动现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梁勇，省电

影局副局长王明珠，省港澳办副主任

张松平，中共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洁，苏州市港澳办主任魏书杰与

香港电影人甄子丹，共同启动了此次

展映活动。

香港文化电影界送祝福，

甄子丹现场收获惊喜

“相约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映”

吸引了许许多多香港知名文化电影界

人士的关注，香港电影人江志强、秦

沛、郑保瑞、罗志良、郭富城、梁咏琪、

黄明升、林晓峰、钱嘉乐、陈国坤等，为

活动特别发来了祝贺视频。

“香港回归廿五载，紫荆花开更鲜

艳”；“通过电影让更多香港电影人走

进江苏，让更多优秀作品走向观众，中

国电影的未来值得期待”……视频中，

香港知名文化电影界人士贺辞的真挚

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注意到，郭富城在视频中表

达了他对此次影展的期待，也道出了对

于苏港电影的美好祝愿。“适逢今年是

香港回归 25周年，江苏省苏州市举办

名为‘相约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映’，

我祝愿电影展顺利举办、圆满成功。

同时希望同行继续拍摄更多优秀的作

品，努力创造经典。”

活动当天，由星皓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的电影《搜救》作为开幕影片，影片主

演甄子丹亲临现场分享电影故事。

活动现场，甄子丹还收获一件由

中国电影资料馆精心准备的礼物。这

是一幅特别的画作，其内容来源于甄

子丹的经典角色、1992 版《新龙门客

栈》中的曹少钦。电影的经典瞬间以

水彩晕染的艺术手法重新演绎，将大

漠黄沙悲，戈壁英雄剑的江湖情怀泼

墨于纸上，最后采用传统书画最经典

的装裱工艺——卷轴做整体呈现，令

人惊喜满满。

据了解，展映期间还将举行“都市

回眸”香港电影经典场景图片展等衍

生活动。

用影展凝聚人心，

战胜风雨挑战，稳步前行

内地与香港，同根同心，随着交流

互动的不断深化，无数心怀理想的香

港同胞跨越香江逐梦而来，在江苏扎

根发展，与祖国和舟共济。值此影展

举办之际，他们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

己的所思所感，希望壮大在苏同乡朋

友圈。

其中，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

表示：“江苏我觉得发展得非常快，它

的投资环境好、文化底蕴很深、国民的

素质比较高，我们怎么能够错位发展、

互相配合，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到江苏

来绝对有发展的空间。”香港英达科技

集团董事长施伟斌说：“我是 1995 年

来南京的，江南这一带文化底蕴相当

厚重，也许我对江苏了解的相对比较

多一点，尤其是进步的速度，所以它后

劲是很足的。对中国的发展，我这二

十几年来都是非常乐观，因为这个是

我们的大势所趋，社会的发展无可抵

挡。”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

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

典礼上，习近平表示：“香港同内地交

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机制不断完善，

香港同胞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

广。”

此次“相约香江·香港经典电影展

映”，正是苏港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

的体现。此次活动以电影为媒，加快

了苏港电影产业的交融发展，为电影

人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为苏港携手创

作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电影作品

提供了契机。

在电影业困难时期，观众们和电

影从业者们太需要这样一场影展，凝

聚人心、鼓舞士气。影展开票后，一场

场售罄的场次、影迷溢于言表的欢欣，

无一不印证着经典电影对于影迷永恒

的吸引力以及江苏影迷对于电影的深

切热爱。与此同时，这场影展，也为无

数江苏电影从业者们提振了信心，让

他们坚定了前行下去的信念。（影子）

■文/赵卫国

青葱计划“成为导演之前”主题影展举行

右起：李少红、黄建新、管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