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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想到就说

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演艺集团、
珠江电影集团共同举办的电影剧本《黄克功
案件》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黄克功案件》
由王兴东、张志强编剧，剧本发表在《中国作
家·影视》2011年第9期上。剧本完整再现了
上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事
件”。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延安发生了一起
恶性案件：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勇冠三军
的红军将领黄克功因感情纠纷在延河畔枪
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案件发生后，以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亲自过问
案件，保卫部门缜密细致勘察，边区最高法
院最后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判处黄克
功死刑并立即执行。

与会者认为，《黄克功案件》 剧本丝丝

入扣，悬念迭出，戏剧冲突强烈，是一部
既好看又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优秀影片。
在主题意蕴上，该剧本没有停留在历史事
件的再现层面，就历史描述历史，而是形
象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从
严治党、从严治军的价值追求，表现了中
国共产党民主与法治的价值追求、烘托了
中国共产党真善美的价值诉求。这些追求
使剧本的思想蕴涵更加深厚，不仅有长远
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人物塑造上，
该剧本立足人性视角，着力刻画人物内心思
想冲突，尤其是最后枪毙黄克功的高潮戏，
不仅震撼人心，更发人深省。

（徐 健）

专家研讨电影《黄克功案件》剧本

日前，“全国少数民族影视剧本遴选获奖
作品摄制规划会议”在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
影视剧本遴选委员会主任、北京国际电影节
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介绍了第三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北京电影市场”项目签约后续摄制规
划情况。

“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活动”
系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继2010年举办首届以来，共征集到500余
部影视剧本，还成功推出了许多具有浓郁民
族特色和上乘艺术水准的民族电影剧本并投
入拍摄，已成为振兴民族影视、推精品出力作
的重要渠道和权威品牌。牛颂表示，民族电影
拥有优良的传统与丰富的宝藏，但是也应看
到少数民族电影目前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
段。首先是剧本的观念与手法欠缺现代性，其
次是很难进入类型化生产，很难进入市场。他
认为，民族题材电影要从剧本、从文学开始突
围，创造深厚的文化内涵，实现从人性到神性
的升华，制作出能够走向世界的艺术大片。

与会者结合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创作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畅所欲言。电视剧《知青树》编
剧王树明说，现在很多朝鲜族的影视作品大
都模仿韩剧的套路，不符合当今少数民族生
存的状态，缺少反映汉族与朝鲜族生活在同
一地区共生共荣的真实现状，汉族离不开少
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青年导演
杨蕊则表示，我们做电影不是为某一个族群
树碑立传而是要打动更多的心灵，但是对于
受众面来说如何让人理解，如何扩大它的民
族性、宗教感、道德观，拍摄起来难度会非
常大。

与会者认为，影视作为文学的延伸，一定
要以文学为基础。编剧要恪守故事为王的原
则，人物要真实可信，杜绝胡编乱造，现在的
一些剧本在描写少数民族时脸谱化、公式化、
僵硬化、凭空想象现象比较严重，缺少真正的
民族元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尊重民
族习惯，注意民族团结，希望剧作家们要以民
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弘扬民族正
气，努力提高民族题材剧本的整体水平。

据介绍，随着国家民委 55个民族电影工
程的启动，组织优秀剧本将成为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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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由媒体人评选的电影频道传媒
大奖在上海揭晓。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作为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一个重要奖项，创立于2004年，10年
来，该奖以全国媒体联动推介、扶持中小成本影
片、引领评奖风向标为特质而受到电影人的青
睐。在本届颁奖晚会落幕之后，记者就传媒大奖
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
频道节目中心主任阎晓明。

记者：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第16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中国新片单元刚刚落幕，作为主办方，
请你谈谈对本届评选的总体感受。

阎晓明：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是电影频道节
目中心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共同打造，旨在扶持
中国电影产业、推动国产影片发展的专业性电
影奖项。多年来，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始终致力
于推介国产电影新片、推荐国产电影新人，报
名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单元、且刚刚
上映或即将上映的国产新片以及中小成本影片
都是我们评选的重点。今年电影频道传媒大奖
依然以此为宗旨，不拘一格网罗国产电影新人
新片，入围影片中像《小时代》《逆袭》等都是
即将走入院线的新片，而 《小时代》 导演郭敬
明、《天机·富春山居图》导演孙健君、《爱，很
美》 导演殷悦等都是以电影导演处女作的身份
入围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他们的入围更加彰显
了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关注电影新人新片的理念。

在入围影片数量上，本届电影频道传媒大
奖入围影片由往年的10部左右增加至15部，这
也体现了传媒大奖不遗余力地推动国产影片发
展的初衷。

此外，今年我们还重新调整了“特别评委
团”的格局，由全国主流媒体中层以上的领导
担任“特别评委团”的评委，这体现了电影频
道传媒大奖一直在努力优化评委构建、力争升
级奖项的含金量。传媒大奖重在突出传媒的力
量，以传媒影响中国电影的发展。

记者：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除了众
所周知的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百花
奖”三大奖项之外，近几年增加了许多新的电
影奖项，包括各大电影节及电影专业委员会推
出的电影奖项，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就是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一个奖，当初设立传媒大奖的初衷
是什么？

阎晓明：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是依托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平台建立的，参加传媒大奖的影片
首先必须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单元报
名，只有纳入到中国新片单元的影片才在我们
的评奖范围内。中国电影的奖项和平台有很
多，但针对中小成本影片和中国电影新人新片
的奖项并不多，而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单
元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设立就是希望给这部分
影片更多的平台和推荐。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
百花齐放，中国电影要做大做强不仅需要大
片，也需要有市场号召力的中小成本影片。因
此，在影片类型和规模趋于多元化的今天，无
论是刚刚步入电影界的新人新片还是中小成本
影片，都更需要有他们的一片天地，发挥他们
的作用。

记者：奖项不怕多，就怕没特色，电影频
道传媒大奖最突出的特点除了由媒体做主评出
当年的好影片和优秀电影人之外，还有哪些特
点？

阎晓明：你说的很对，奖项不怕多，就怕
没特色。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入围影片，首先
必须是报名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单元
的影片，每年我们都会从近 200 部报名影片中
遴选出10至15部优秀影片入围传媒大奖，这些
影片要么是刚刚上映的，要么是未上映过或即
将上映的新片，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国产新
片把传媒大奖的展映和媒体见面会看作宣传推
广的最前线，越来越多的电影新人把参加电影
频道传媒大奖作为重要的亮相机会，在传媒大
奖的舞台上推荐自己。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另一特点就是媒体人
投票，是媒体对电影的评价，媒体的眼光区别
于普通观众，也区别于业界学者专家，他们的
评判是多方面的，不仅要从艺术上考虑，还要
从社会效益等方面去判断。有的影片可能在艺
术上还有待提高，但它所表达的思想和社会问
题却是独特而有深度的，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所以对待这部分影片我们的评委也会给予更多
的关注、支持和鼓励，张扬正能量。

记者：近年中国电影产量突飞猛进，本届
共有15部中国电影新片入围传媒大奖，想必竞
争非常激烈，最终能入围的标准是什么？

阎晓明：首先是新人新片。中国电影需要

鼓励，中国电影的新人新片更需要鼓励和扶
持。我们希望给这些新人更多的平台和展示，
助推他们在电影创作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这是推动中国电影发展最好的武器。

此外，还要照顾到影片类型的丰富性。观
众对电影的需求是多样的，有的喜欢看商业大
片，有的则青睐于进行艺术探索的文艺片。近
几年，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电影的发展与进
步，也正因此，电影频道传媒大奖越来越多地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期待。社会的关注度越
高，影片质量也越高，但选片的难度也相应加
大。在选片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多地顾及到影
片的类型、题材、风格，既有商业大片，也有
文艺片，既有大制作，也有中小成本制作，既
有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也有古装片等等。但惟
有一点不变，就是新人新片是我们挑选影片的
主要条件，中小成本影片也是我们关注的焦

点。然而，我们关注一个群体，并不是就要放
弃其他群体。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国产影片健
康发展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探
索和突破。

记者：去年有儿童片入围，今年很遗憾，
全部是成人电影，动漫电影今后可否参选？

阎晓明：我们一直很关注儿童影片，比如
去年入围的 《跑出一片天》 等都是儿童片。今
年很遗憾没有儿童片入围，但有儿童演员入围
最佳新人奖。没有儿童影片入围本届电影频道
传媒大奖的主要原因还是儿童影片的数量太
少，质量也有待提高，虽然同等条件下，我们
可以向儿童影片倾斜，但前提是要达到入围的
标准。当然，为了鼓励更多的电影人投身儿童
电影的创作和拍摄，在未来我们也可以考虑在
传媒大奖的舞台上增设儿童电影奖项。至于动
漫电影一直也是传媒大奖评选范围内的，但因
符合条件的不多，比如首先要报名参加上海国
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单元，其次又是刚刚上映或
未上映、待上映的新片，如此一来，入围传媒
大奖的影片中动漫影片还未覆盖，但我们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此类型的电影入围传媒
大奖。

记者：作为既了解电影制作现状又深知电
影播出情况的电影频道掌门人，你如何思考和
总结传媒大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和作用？

阎晓明：这些年，从传媒大奖走出了很多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导演和演员，比如 《海洋
天堂》 的导演薛晓璐，2010年凭借处女作 《海
洋天堂》 在传媒大奖的舞台上斩获最佳影片、
最佳新人导演、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现在已
然成长为在中国电影界有影响的年轻导演。再
如文章，2009年即凭借影片 《走着瞧》 获得传
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男演员”奖。如今，他
们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号召力。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就是希望通过媒体人评
电影，让更多的媒体人更加关注中国电影的发
展，放大中国电影的声音，引导中国电影的方
向，促进中国电影的繁荣。

记者：看过入围影片后，许多评委突出的
感受是这15部影片中，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
术片，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故事
的讲述和人物的塑造首先来自一个扎实的剧
本。最佳编剧奖虽颁给了 《胡巧英告状》 的宫
凯波、刘洋，其实 《我的影子在奔跑》 之前就
获得了夏衍优秀剧本奖，《杀戒》更是改编自文
学作品，《小时代》编、导一身担的郭敬明本身
就是作家出身。你如何评价这15部入围影片的
剧本创作对电影成败的影响。

阎晓明：电影的生命源头是剧本，剧本的
好坏往往决定了一部电影的质量。多年来，电
影频道也一直致力于扶持好的剧本，打造优秀
的编剧团队，在我看来，剧本的成熟度直接影
响到影片的整体质量，所以优秀的剧本是一部
电影的生命线。但一个剧本只是一个建筑蓝
图，房子最后建成好不好看，还需要很多工序
的配合。

记者：传媒大奖历经10年，仍有待完善的
空间，你对下一届传媒大奖有哪些期待，评选
上有什么创新的想法？尤其在增强知名度、加
大影响力上将有什么新举措？

阎晓明：今年恰逢传媒大奖10岁生日。10
年是一个台阶，10年是一个变化。今年我们的
传媒大奖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比如升级了

“特别评委团”的阵容，更主要的是实现了现场
投票、现场揭晓奖项。在传媒大奖的颁奖典礼
上，近60家来自全国各地主流媒体的评委现场
对获得提名的奖项进行投票，当场表决，紧张
气氛可见一斑。此外，更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
第一时间将获奖结果公之于众，如此一来，增
强了评奖的透明度，使其做到完全公开、公
平、公正，也令这个奖项更具权威性。

10年来，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在专业架构、活
动规模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不断努力，不断追
求，以期更好地服务中国电影的发展，当然，未来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
如评奖更科学，组织更周密，评委构成更广泛，
希望这些努力能让传媒大奖越办越好。

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
大奖日前揭晓。本届传媒大奖以“青春电影
梦”为主题，同时保持了对现实题材，尤其是
社会民生热点的关注。最终，两部气质迥异
的青春电影《青春派》与《小时代》获得最佳
影片大奖。《胡巧英告状》的编剧宫凯波、刘
洋获最佳编剧奖，方刚亮凭借《我的影子在
奔跑》获得最佳导演奖，沈傲君（《胡巧英告
状》）获最佳女主角奖，董子健（《青春派》）获
最佳男主角奖，《她们的名字叫红》和《索道

医生》分别获得评委会奖和组委会奖。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
心共同打造的，旨在扶持中国电影产业、推
动国产影片发展，对中国国产影片的发展具
有极强的前瞻性和导向作用。今年的电影
频道传媒大奖“特别评委团”升级，由全国数
十家主流媒体领导加盟传媒大奖，并现场票
选十大奖项得主。

（影 文）

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揭晓

由中国视协、河南省文联共同主办，
中国视协市县电视委员会、河南省电影电
视家协会、项城市文广新局、项城市文联
联合承办的首届“银河杯”全国市县电视
台推优活动颁奖典礼日前在河南省项城市
举行。此次“推优活动”历时半年，共有
来自全国 22个省的 400多件作品参加了评
选。最终，《理学宗师——朱熹》（尤溪县
广播电视台）等 10 个文艺专题类节目、

《2011潍坊电视台记者节诗会〈相信未来〉》
（潍坊电视台）等 6 个综艺晚会类节目、《现
代农业》（双流县广播电视台）等9个电视栏
目类节目、《人马寨》（陕县广播电视台）等
13个电视专题类节目获得一等奖。这些获
奖作品是对全国市县级电视台节目创新创
优、提高质量和水平的一次大检阅。同时，
桐乡县广播电视台、玉环县广播电视台、寿
光市广播电视台等荣获“20 强市县电视台
奖”称号。

在活动期间举行的全国市县电视台长
高峰论坛上，评委会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副
教授孙振虎对此次各个门类获奖作品进行
了深入点评。谈及时下关注度较高的文艺
专题类节目，他认为，从全国范围看，这一节
目形态正处于式微的状态。市县电视台要
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一方面要重视此类节
目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要强化其审美价
值，要给观众审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文
艺专题节目体现着一个电视播出机构的文
化品格、文化追求，其文化上的引导作用不
容忽视。

中国视协市县电视委员会成立于 2012
年 3月 18日。该会以丰富基层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为宗旨，以“联合起来做大事，团
结起来谋发展”为目标，力求为市县电视台
的发展提供一个交流、评选、互助的全国性
平台。目前共有会员单位500多家。

（徐 健）

首届“银河杯”全国市县电视台
推优活动在项城颁奖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

关注新人新片关注新人新片 传媒助推电影传媒助推电影
——访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阎晓明 □本报记者 高小立

现如今，中国已成为电视剧生产大国，
其数量“雄居”世界第一，仅2012年就取
得了17703集年产量的“骄人成绩”，但这
么庞大数量的电视剧却难以通过市场的检
验。换言之，17703 集其实是一个令人尴
尬的数字：一年 365天，一天 24小时，每
天要播多少集才能将这么多电视剧播完。
相比之下，美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只有 4000
集左右，不到中国电视剧的四分之一。如
此巨大的生产数量，与其所造成的文化浪
费是成正比的，涵盖人力、财力、资源和
题材等各个方面。

资料显示，2012年上半年，800部国产
电视剧收视率破1的仅占5%。那么，究竟是
何原因导致电视剧九成收视率低于 1%？有
专家指出：急功近利已成为电视剧制作的一
个顽症。其中，编剧难辞其咎。但让编剧担当
重要责任似不合常理。烂剧的产出，其实与
制片方、编剧、导演、演员都有关系。即便主
要是编剧的原因，我们也不禁要问：制片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剧本拍摄？为什么不在
创作的源头就花大力气做好？

国产电视烂剧太多，一个众所周知的原
因就是，匮乏原创，抄袭成风。难道我们的影
视剧主创队伍都患上了“原创匮乏症”、“创
作焦虑症”或“复制成瘾症”？深入考察，其实
不难看出，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作祟。在利益
驱动下，当下 80%的编剧创作剧本时，都是
制片方“委托制定”。为满足制片方“快速周
转”、“抢滩市场”的要求，他们多在剧情上模
仿热播剧、在情节上不惜粗制滥造。对此，很
多编剧颇感无奈。

热衷于闭门造车、天马行空的电视剧主

创者们，他们不是写自己有感而发的生活积
累，不惮于违背基本的艺术规律。有的主创
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雇用枪手，自己
只挂个名；有的甚至像眷恋美色的皇帝不理
朝政一般，为了快速变化的电视剧市场甚至
连剧本都懒得看，只要其中含有能吸引观众
眼球的时尚元素就行。

电视烂剧太多，不仅是匮乏好剧本，更
可悲的是，即使有了好剧本，也不等于会有
好电视剧。现在，好剧本被拍成烂剧的几乎
成为常态。个中诡秘，不难破解：一个剧本，
有时要耗费编剧几年的心血。但别有所图且
自作主张的个别导演、制片人，压根儿不跟
编剧商量，不尊重编剧的创作劳动，只消大
笔一挥，便将其改成一个违背编剧意愿的电
视剧。为了赚取快钱、大钱、热钱，主创者之
间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彼此之间
已经没有时间和耐心聚拢在一起“如切如
磋”，打磨精品。

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编剧和导演
抛弃了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立场，他们狂
欢于在历史中戏说，陶醉在宫廷阴谋中做
戏，恣意于血雨腥风江湖中行走。在许多人
眼中，看电视剧已到了可有可无、浪费时间
的地步。

看来，放慢电视剧生产的节奏，减少电
视剧拍摄数量，必要而且迫切。希望相关部
门能提高拍摄电视剧的准入门槛，电视剧主
创者则要理性投资、认真创造、精益求精，市
场也要认真研究，怎么将电视剧拍得好些、
再好些。只有这样，国产电视剧才能赢得更
多的观众，才能更多地“走出去”，形成自己
的原创口碑和文化品牌。

刹住电视剧粗制滥造风
□周思明

《胡巧英告状》剧照

《杀戒》剧照

《我的影子在奔跑》剧照

《青春派》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