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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苗 春） 2008 年
12月 12日，功夫片《叶问》上映，那时
很少人知道叶问是谁；今年 12 月 20
日，《叶问4》将上映，如今已经很少
人不知道叶问是谁。咏春拳宗师、
李小龙师傅叶问的故事成为华语功
夫电影的最大 IP（知识产权）之一。
此次《叶问 4》将讲述叶问走出国门，
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的热血传奇，为
这一系列画上圆满的句号。

甄子丹从艺 36 年，拍摄了 70 多
部电影，主演了 4 部 《叶问》，凭借
一身真功夫，甄子丹用 11 年的时间
呈现了叶问的一生，成就了这个功
夫电影系列，这个系列也成就了他。

《叶问》 前两部由洪金宝担任动
作设计，第四部由袁和平担任动作
设计，都上演了让观众过瘾的动作
大戏。《叶问 4》的每一场交手极具新
意。在片中，吴樾饰演的中华总会会
长万宗华对叶问从刚开始的刁难到
后来的并肩作战，体现了民族大
义。吴樾表示，自己是 《叶问》 系

列的资深影迷，坦言在拍摄过程
中，对甄子丹“一秒打七拳”的出
拳速度深有体会。电影中美国空手
道教练哥连对中华武术嗤之以鼻，在
中秋之夜大闹唐人街，被叶问教训。
甄子丹透露，其实哥连的饰演者高战

（Chris Collins） 也是咏春高手。
《叶问 4》 中，叶问和李小龙首

度在美国“同框”，师徒联合在旧金
山大显身手，让观众看到中国功夫
如何在全世界声名远播。因外形与
李小龙相似，陈国坤在多部影视作
品中扮演过这位传奇人物。两代功
夫高手跨时空“同台”，让大家格外期
待影片中“师徒重聚”的“名场面”。

甄子丹表示，《叶问 4》 不仅是
《叶问》 系列的完结篇，也将是其主
演的最后一部功夫片。他在 《叶
问》 经典道具木人桩上写下“再
会”二字，宣布彻底告别这个角
色。“我本来就是拍时装片的。演员
必须不停往前走，不停探索进步，
这样生命才有意义。”

在第 28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影片

《流浪地球》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录音两项大
奖。它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流浪
地球》 填补了中国科幻片的空白，
以其崇高的中国价值观表达和世界
级制作水平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

它的获奖，是金鸡奖评委对影
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化表
达所传递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给
予充分肯定；对影片类型的创新，
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里程碑意
义给予充分肯定；对电影的制作技
术水平给予肯定。影片通过科幻片
的艺术构想，融入了当代中国体现
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崇高的价值
观、世界观。在表现形式上，在宇
宙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家庭、中
国人特有的思想，表达了中国人对
故土、家园的感情，易与观众产生
共鸣。在工业化方面，《流浪地球》
的制作历时4年，对很多电影工种的
技术标准进行了梳理和建构，为今
后的电影制作垫石铺路，推动中国
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它的获奖，更充分反映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
对电影创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流浪
地球》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思想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项
工作中落实精品意识，基于当下中
国电影工业水平，在创作上力求能
够推动中国电影实现新突破。

科幻类型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
是一个成熟的电影类型，中国要做
自己的科幻电影，需要借鉴成熟的

先进经验，同时更重要的是找到自
己的“硬核”，这“硬核”需要饱含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说到底，是需要塑造中国人自己的
英雄，用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
观、宇宙观来构建中国自己的科幻
电影。《流浪地球》 带着地球家园向
星际“流浪”的故事核，完全符合
中国电影表达的需要，而且自成一
格，独有中国文化气韵。正如中宣
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
晓晖所指出的那样：《流浪地球》 的
成功，首先得益于它树立的价值标
杆和占据的道义制高点。影片展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集体主
义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中国人民不
计功利、天下大同、共克时艰的精
神境界，诠释了中国传统价值和当
代价值，宣介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
灾难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
和中国方案。

同时，《流浪地球》 也体现出中
国电影工业的进步，凸显出中国电
影人的“匠心”和精品意识。3000
多张概念设计图、8000 多张分镜头
画稿、1 万多件道具、近 10 万平方
米的置景延展面积、2000 余个特效
镜头……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造就了 《流浪地球》 口碑与
票房双赢，开创了中国科幻电影新
高度。诚如金鸡奖获奖评语所言：
“ 《流浪地球》 以恢弘的场景设
计，震撼的设计效果，先进的特效
技术，严谨的科学探索，实现了中
国科幻电影的全新跨越。”也正如
王晓晖所言：“ 《流浪地球》 在与
好莱坞影片的激烈竞争中展现了当
代中国电影人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勇

于实践的能力，大胆创新电影表现
手法，以丰富的想象力营造出绚丽、
震撼的视听效果，使观众耳目一新。”

可以说，影片 《流浪地球》 的
成功，是包括中影人在内的广大电
影工作者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进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的
成功范例，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
验，为以后的电影创作提供有益的
帮助。

《流浪地球》 获奖，对国产电影
行业发展的启示在于，我们要勇于
开拓创新，尝试不同类型题材的电
影创作。最根本的是确立创作初
衷，即通过电影要传递什么样的价
值观，带给人们什么样的启示和精
神力量。之后用满腔热情去坚守初
衷、精益求精，在过程中确立技术
标准、制作规范，培养人才，为后
续的影片拍摄奠定基础。

作为中国电影国家队，中影必
须牢牢把握制片这一核心工作，发
扬工匠精神，打磨内容、塑造人
物、讲好故事，创作生产激励人
心、展现时代风貌、弘扬中国精
神、传递中国力量的精品力作。在
艺术创作方面，中影将继续科幻题
材影片的创作，目前正在筹备 《流
浪地球》 续集和 《微纪元》 等影
片，将用3-4年打磨剧本，继续完善
电影工业化建设。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也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年。中影正在联合华夏等电影公司
共同拍摄有关脱贫题材的影片，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献上电影人的一
份厚礼。

（作者为中影股份总经理、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近日，电视剧 《极速救援》 正
在湖南卫视以及爱奇艺、腾讯视
频、芒果 TV 热播，引发了观众对
飞行医疗救援行业的关注。该剧
以 嘉 安 医 院 飞 行 医 疗 部 为 背 景 ，
讲述了以司乔、莫沫、于飞为首
的飞行救援队在一次次救援行动
中坚守人道主义精神，不断突破
极限，完成各种救援任务的青春
正能量故事。

在极端条件下，救援人员应该
先保证自身安全，还是拼死一搏冒
险救援，这一直都是人们热议的焦
点。这一矛盾冲突在剧中也多次出
现。救援团队经常面临两难境地：
被困者存活可能性极低且自然灾害
有可能二次发生，救还是不救成了
艰难的抉择。但医疗救援人员始终
只有一个信念——不能放弃，必须
救！他们凭借自身过硬的专业能力
与职业操守，拼尽全力去挽救每一
位病患。正如剧中飞行救援部部长
所说：我们做的是生死一线的事
情，要以最快速度抵达救援现场，
抢救更多的生命。这就是飞行救援
队的责任与使命。

该剧的可贵还在于对传统医疗
行业剧的突破与创新。近年来，国
产医疗剧佳作不断，但关注点主要
集中在急诊抢救、医患关系处理等
方面，《极速救援》 拓宽了医疗剧
的边界。它将触角深入到医疗行业
更细分的领域——飞行医疗救援，
这个行业目前在我国的民众认知度
还较低，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
重病患者的紧急长途转院、极端环
境被困人员的转移，还是突发地质
灾害时民众的转运，飞行救援已被
广泛运用。

要做好这样一个特殊行业剧，

幕后制作班底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
战。导演杨树鹏表示，首先前期剧
本创作不容有失，不论真实事件再
改编，还是艺术创造再加工，都必
须让剧情落地不悬浮。其次，大量
灾难事故现场的场景搭建要与后期
特效相融合，从而达到视觉上逼
真、震撼的效果，这对制作与后期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为了不辱使命，杨树鹏带领编
剧团队耗时 4 年收集整理了海量医
疗信息和救援案例，实地调研了多
家飞行救援机构，深入学习了解国
内救援行业现状。开机前，青年演
员张赫、王佳宇、魏哲鸣、刘忻等
全部参与到高强度的救援知识学习
与安全技能培训中。拍摄时，专业
医生全程跟拍，对演员的台词及救
援动作细致把关。这既是对剧作负
责，也是对观众负责。

近日，反套路、轻松幽默的
《从前有座灵剑山》 在爱奇艺热
播，讲述了身怀绝世天分的男
青年王陆，拜在外表绝美但性
情不羁的长老王舞门下学艺，
二人在无穷无尽的爆笑互怼中
经历冒险，最终成为九州强者
的故事，也再次掀起了漫改剧的
热潮。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推
动动漫产业的发展，在一系列政
策扶持下，国漫迅速崛起，逐步
形成了从制作、发行到播出、授
权的完备产业链，而且与影视行
业进行了广泛联动。在这样的市
场环境和趋势下，漫改剧具备了
空前肥沃的土壤，成为市场上的

“香饽饽”。
纵观近几年的影视剧市场，

漫改作品并不罕见，但能达到破
圈传播的并不多。《从前有座灵
剑山》 之所以能打破次元壁垒，
除了享受到国漫崛起的大背景红

利外，在内容把控上也下了一番
功夫。整部作品在保留原作主线
剧情和内容精髓的基础上，延续
了其中天马行空的叙事模式和夸
张的表达手法，在选角时也考虑
了与原作角色的契合度，通过细
致的刻画，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既符合原作粉丝的审美
趣味，也因此吸引了不少新受众。

近年来，爱奇艺将动漫作为
内容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不断聚拢优质国漫 IP，多维度
帮助国漫“出圈”，推动优质国
漫 IP 向 更 多 领 域 拓 展 。 此 次

《从前有座灵剑山》 的成功漫
改，不仅由于其漫画在长期连载
中积累了众多忠实粉丝，为影视
化作品提供了潜在流量，也源于
其内容上青春热血、梗点密集、
笔法轻松幽默，精准定位到年轻
群体，符合时下青年观众的观看
习惯和观剧期待，为漫改影视剧
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本报电 （叶晓楠） 11 月 29 日
晚，大型现代粤剧 《抉择》 在北京
国家话剧院公演。该剧是广西梧州
重点打造的舞台艺术精品，以缅怀
历史、纪念先辈的方式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献礼。

《抉择》 取材于梧州籍历史名
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的真
实事迹，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
现形式，展现了李济深赤诚的家国
情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无畏的斗
争精神。该剧入选广西当代文学艺
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第一批重点项

目，汇聚了一流创作阵容，邀请了
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导演童薇薇任
总导演，尹洪波任编剧，舞美设计
家、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韩生任舞
美设计，由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
梅”得主欧凯明任主演，梧州市演
艺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梧州粤剧有着百年历史风华，
诞生了以潘楚华为代表的一批著名
粤剧表演艺术家。在保留传统粤剧
特色的基础上，该剧在剧情、舞
美、灯光等方面大胆创新，利用大
型电动转台重现历史场景，打造了
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舞台。

本报电（记者郑 娜） 为了发
挥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学科专业优
势，大力推进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
创新，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传媒
大学日前揭牌成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研究院。这是全国首家人类命运共
同体研究院。

作为学校直属战略科研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院旨在团结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
者，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全球传播，增进其他文明对中国
发展道路的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发

展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国家智库，打造全球传播与治理的
高水平国际学术平台。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国、英国、德国、巴西、黑山共和
国、坦桑尼亚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
外交使节、智库和企业领导人、大
学校长等 17 位嘉宾先后致辞，祝
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成立。该
院院长李怀亮教授随后宣读了 《人
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联盟倡议
书》，倡议国际学术界积极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

本报电（张素桂） 第八届海峡
两岸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暨海峡两岸
电视艺术家公益演出日前在福建平
潭举行。

本届艺术节举办了声耀平潭·第
十一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
赛、第五届海峡两岸影视名家书画
展、海峡两岸电视论坛、海峡两岸
电视艺术家公益演出等系列活动。
活动吸引了海峡两岸百余名电视领
域的专家、艺术家、从业者及上百
名高校学子参与。

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以电视传

媒为纽带，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
同感，密切两岸同胞感情。自 2012
年举办以来，艺术节在加强两岸影
视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同胞特别是
青年群体的情感融合、心灵契合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届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由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台湾中华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等单位
主办，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福
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电视台等单
位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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