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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更多元 体制更完善

曾几何时，李小龙的功夫片是最具有世界认知度
的中国电影名片，功夫片、古装片是颇受海外欢迎的国
产电影类型。自 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产业化加速，国
产电影向国际推广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借船出海”“联
合造船”，涌现了《英雄》《功夫》《让子弹飞》《一代宗师》
等一系列海内外耳熟能详的电影。2012年，中国电影全
年总票房达 170.73 亿元，跃居世界第二并保持至今。
如今，国外观众能在银幕上看到 《战狼 2》《红海行
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 等突破古装片和功
夫片类型窠臼、千姿百态的中国电影，类型越来越丰
富，题材越来越多元，体现出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
断提升、电影产业生态不断成熟完善。

国家“走出去”重点工程助推作用越发凸显。主
要表现在从国家层面推动到民间电影交流协调推进，
从“要平台”到自己“搭平台”，让中国电影“走出
去”步伐更加稳健。根据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
告》（2019） 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主管部
门推出的“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截至 2018年年底，
共实施项目 400 多个。“中非影视合作创新提升工程”
完成英语、法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多个语言、
200多部优秀影视作品配译，在非洲40多个国家播出。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影视类） 也向海外推出了
《滚蛋吧！肿瘤君》等多部优秀电影。2019年，第六届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征集到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国
家的400多部参评影片，涵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互联网渠道成为新亮点。近年来，国内电影企业
“走出去”热情高涨，除了传统的电影节和影展渠道，
更多地依靠商业渠道进入国外市场，而国外专注中国
电影发行的公司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
电影“走出去”从单一的院线发行变成线上线下平台
结合发行，有的甚至和国内同步上映。据媒体报道，
今年国庆前夕，影片《决胜时刻》《银河补习班》通过
移动电影院北美版 （Smart Cinema USA） 在北美实现
了与国内院线同步上映，引发海外观影热潮。未来，
互联网发行也将成为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外观众将在
网上欣赏到中国电影作品。

质量和数量仍是短板

当下，中国电影“走出去”在作品类型的丰富

度、渠道的多元化上已经实现较大提升。但也要看
到，中国电影“走出去”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
如，适合“走出去”的作品不多，海外票房不高。根
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数据，中国电影海外
票房收入从 2014 年的 18.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2.53
亿元，与国内票房增长相比，增速较为缓慢。电影

《战狼2》在北美的票房仅为272万美元，《美人鱼》323
万美元，《港囧》 只有 130万美元。究其原因还是文化
隔阂带来了“文化折扣”。比如，国外观众很难理解

《芳华》中，何小萍为何要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去偷同事
军装照相。此外，国外观众不习惯字幕带来的观影障
碍、国内缺乏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专业人才，都是制约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短板。

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

如何让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脚步更快，道路更
宽？业内人士认为，让国外观众看懂并且看进去，不
仅要“走出去”，也要“走进去”，这是中国电影的必

修课。这需要解决3个关键点。
加强对影片的前期策划，从海外观众的视角充分

考虑影片的立意、选题、角度、文化内涵。一些外国
电影之所以能取得高票房，关键在于其对全球化市场
精准深入的研究，并到当地取景、聘用当地演员等。
如《碟中谍4》在加拿大、阿联酋、捷克、俄罗斯、印
度等地取景，对影片取得良好的全球票房成绩起到了
推动作用。

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提高艺术感染力。以近年
来在我国引起热议的印度电影为例，《摔跤吧！爸爸》

《起跑线》无不是关注现实、充满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
佳作。这也启示我们，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讲述
当代故事，坚持现实主义手法，以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作品表现民族文化独特的审美韵味和
民族情感，才能以文化人，以情感人。

调整电影叙事模式，采用中西视角结合的电影叙
事。以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包宝宝》 为例，
就以饺子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为切入点，以西方
视角透视中国家庭教育的普遍“痛点”，感动了中外
观众。

1934年 12月至 1935年 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境
内。讲述这期间惊心动魄历程的电视剧 《伟大的转折》，
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首批献礼剧
之一，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取得了优异的收视成
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还原真实历史

影视工作者如何站在今天的思维角度，发掘长征对
当下的意义？《伟大的转折》主创选择植根史实，坚持现
实主义创作手法，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了历史和艺术的
还原。

该剧内容的核心是红军长征途中湘江战役后的遵义
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扎西会议、苟
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由黑暗
到光明、由死到生、由失败到胜利的一段时间。全剧没
有回避失败与牺牲，没有回避党内路线斗争给革命带来
的损失。电视剧一开始就描写湘江战役失败后，在周恩
来等人的呼吁下，毛泽东两年来首次被邀参加红军高等
军事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北上湘西，提
出转兵贵州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开启了伟大转
折的序幕。

总制片人、编剧欧阳黔森 10年前就写过长征题材的
电视剧《雄关漫道》。这次如何完成好创作任务？他的方
法就是还原历史：“长征历史非常精彩，只要真实地还原
历史，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就非常精彩。”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认为，这部剧故事讲得好，
首先在于把“开会”写得好、拍得好，“剧里的每一次会
议都处理得非常细腻，不仅仅每个人的台词，他们的表
情、个人起到的作用、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后排
人的插话都在剧中表现得活灵活现。”

塑造英雄群像

全剧真切描写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形
成，也塑造了红军基层官兵的英雄群像。

剧作展现了一幕幕壮烈的画面。红军战士章子兄弟
俩，渡赤水时哥哥壮烈牺牲，弟弟仍在冲锋陷阵；在突破乌
江天堑的战役中，毛振华连长带领战士和乡亲，一天时间
扎完50只竹筏；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
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红军战士满怀崇高信仰，用生
命与忠诚写下长征历史上惨烈而光辉的一页。在这个意
义上，普通战士与最高领袖都是历史的主角。

该剧总导演李伟说，对毛泽东形象的刻画是这部剧
的灵魂。主创在创作中着力塑造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人
格魅力、无私的品格、深厚的学识学养等方面，尤其是
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光明之心，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树立精神丰碑

《中国艺术报》原总编辑李树声指出，经过80多年的
岁月淘沥、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经不仅仅属于一支军
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的一部分。“《伟大的转折》真实再现历史记忆，艺术地
揭示历史经验，坚守和承传了留存在历史中的英雄主义
精神，以期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

“这部剧启迪我们，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有 4
点尤为重要：拥有一颗必信之心，坚持一种必护之理，
锻造一支必胜之师，走好一条必由之路。”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陈晋说。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易凯认为，《伟大的转
折》 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新之作。应充分肯
定贵州影视工作者对本地红军故事的挖掘，“这既是对千
千万万牺牲的红军战士的纪念，也是贵州对中国革命奉
献的一种表达。”

《伟大的转折》
树立精神丰碑

本报记者 苗 春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剧照

中国电影：
“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胡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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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本报电 （司 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片、电影 《小巷管家》 正在全国公映。该片由著名演
员巩汉林领衔主演，张英、方清平、巩天阔等联合主
演，郑昊执导，马铨联合导演。影片以国庆100天倒计
时为时间线索，以北京全市2.3万名小巷管家的先进事
迹为主要内容，将北京市的基层治理工作和百姓的实
际生活紧密结合，表现了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如何打通
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故事。电影坚持以正为
本、以情动人，展示了幽默而不夸张，感人而不煽情
的京人、京事、京味以及地道的北京文化。

电影《小巷管家》剧照

电影《小巷管家》聚焦基层治理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的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正于每周日晚8点在央视
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优秀文艺
作品为蓝本，通过戏剧、访谈等形式，演绎经典片
段、访谈主创人物、再现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情
感，以反映 70年来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文化风尚等

多方面变化，多维度展现新中国发展成就。
《故事里的中国》 共呈现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

《平凡的世界》《智取威虎山》《红岩》等10余部文艺经
典作品。节目首创多舞台空间，进行戏剧、访谈等多
线并行的立体叙事。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导演田沁鑫
担任节目戏剧部分的总导演。据她介绍，节目组对经
典作品的改编，奉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原作品是怎
样的气质，改编就按照怎样的气质去还原。如 《永不
消逝的电波》做成现代谍战剧风格，《烈火中永生》采
用诗性话剧的形式，《平凡的世界》 做成原生态话剧
……节目基本做到一戏一格，通过每一个剧目的创
新，找到经典在当代的呈现方式。

《故事里的中国》 不仅演绎经典、致敬经典、传
承经典，更深入挖掘经典背后的真实过往，甚至是鲜
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访谈部分，节目邀请故事的亲
历者、见证者或是记录者，共同擦拭一段段闪亮的记
忆。例如 《永不消逝的电波》 就邀请了故事原型人物
李白的孙子李立立，同时还请到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研究员苏采青。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李白发
出的最后一封电报，成为他生命的绝响，而在电波的
另一端，当年只有 16 岁的我军电台报务员苏采青接

收了李白所发出的电波信号。那个时候，她根本不知
道跨越 2000多里，从上海一个小阁楼里发出的这段不
寻常的电波，究竟是由谁发出的。当年 16 岁的小姑
娘，如今已是 87岁的奶奶，她在节目现场要给李白烈
士回一封“跨越时空”的电报。

真诚的表演、朴实的讲述，为观众揭开了真实的
过往。《故事里的中国》 以创新的节目模式和表达方
式，让经典“新”起来、“厚”起来，焕发出全新的
光彩。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庞井君对节目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节目对经典进
行充分挖掘，通过作品来解读作品，通过人物来诠释
人物，节目调动资源讲述的一些内容，完成了对常规
史料的有益补充，让经典角色背后的人物形象更加生
动、立体、可感。

“这些年来，有人对经典作品或英雄形象进行解构
乃至颠覆，《故事里的中国》重现经典及其背后的英雄
故事，并且用综合的电视手法表达出来，让今天的观
众亲近、了解、尊崇英雄，是非常好的方式。”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德
祥说。他认为，《故事里的中国》用崭新形式对新中国
文艺做了一次经典的再发现、再叙事和再重现。

本报电 （记者苗 春） 由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河
南省电影局、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河南广播电视台、
商丘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

（展） 将于12月12日至16日在河南商丘举办。
目前，本届电影周 （展） 竞赛单元——第五届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科普影视动画类） 评奖
环节已经结束，评审专家从近400部面向全国征集到的科
普科幻作品中，评选出金奖 5 部、银奖 10 部、铜奖 25
部，获奖作品名单将在电影周闭幕式上公布。据悉，本
届电影周 （展） 的主要活动包括开、闭幕式暨颁奖盛
典、优秀科普科幻影视动漫作品展映、电影市场交易、
高峰论坛、创投路演以及 VR、AR体验、科普科幻嘉年
华等。

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展）将办

《故事里的中国》创新重现文艺经典《故事里的中国》创新重现文艺经典

《故事里的中国》重现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本报电 （邢梦雨） 近日，来自澳大利亚、捷
克、丹麦、匈牙利、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等 20
余国驻华使馆代表、驻京文化中心代表、在京旅游
办事处代表及留学生近百人，齐聚北京明城墙遗址
公园，参加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驻华使节艺术沙龙。

在沙龙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宇向各

国嘉宾介绍了北京市文旅融合发展的建设情况，
对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中国—中东欧文化艺
术嘉年华、拉美及加勒比文化艺术嘉年华、运河国
际艺术周项目和即将运营的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
心综合空间以及“故宫以东”品牌项目进行了全英
文推介。

各国嘉宾在现场观看了文艺演出，并体验了非
遗文化项目。北京民族乐团玖木打击乐组合为来宾
表演了《鼓舞中华》，北京京剧院演员张馨月献上了
经典剧目 《贵妃醉酒》 选段，中国杂技团曹凯展示
了球技 《激踏》，HAYA乐团带来了 《LINK》（《连
接》） 和 《La-Li》。此外，剪纸传承人徐阳根据嘉
宾特点量身制作肖像剪影，中国结技艺传承人尹雪
莲邀请嘉宾体验中国结编制，北京绒鸟 （绒花） 第
六代传人蔡志伟展示了绒花技术，中央工艺美院附
中校长王泽旭展示了立体传拓技艺。现场还有面点
师傅表演拉面技艺。

各国嘉宾通过观演、互动体验等方式，感受了
中华文化的精彩与魅力。在积极参与现场文化体验
的同时，嘉宾们表示，期待在未来能与北京市有更
多的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

2019驻华使节欢聚艺术沙龙

外国嘉宾现场体验剪纸艺术

近日，入选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的32部动画片初选名单公布，国产动画
《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赫然在
列，中国电影“走出去”再次成为热点话
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国外电影
节获奖开启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到
上世纪90年代中外合拍模式如火如荼，
再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进入国外
发行公司视野，中国电影不仅“走出去”，
也在“走进去”，勾勒出中国由电影大国
走向电影强国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