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9日下午，由国家电影局、陕西省
人民政府、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
安）执委会、陕西西诺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中
心、陕西星渡文化产业公司承办的第五届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安）纪录片电影新力
量论坛在西安举行。

著名影评人江小鱼、陕西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张阿利、导演陈非、演员马瑞蔓，以

及知名纪录片人员齐聚现场，分享了他们
对纪录片电影的感悟和思考，就新时期纪
录片人的使命、互联网时代纪录片内容革
新、立足中国如何国际化表达、纪录片电影
的市场化突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
碰撞，旨在推动世界电影新力量的繁荣发
展，推动中国青年电影人植根本土提升讲
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形成中国电影新力量、

新青年、新电影。
记者采访获悉，纪录片电影新力量论坛

是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除了常规性
的系列活动之外，新增加的一个重要环节。
纪录片作为一种影片类型，正在成为电影市
场一股新力量，真实地记录时代和这个时代
的人，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本报记者 黄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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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捕捉生活的细节，用写实的手法
记录农民的生存状态，用感人的情景诠释缕
缕乡愁。”近日，由陕西全景记录影视传媒公
司和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拍摄制作的《坚守
——我的农村三部曲》影视作品正式出版
发行。

《我的农村三部曲》影视作品集，由《老
谢》《木的琴》《就恋这方水土》三部纪录片组
成。《老谢》讲述了陕西宝鸡一个农民老谢从
摄影爱好者到农民摄影家47年的坚守、历练
和举办个人影展的励志故事。该片经央视
《讲述》节目播出后，荣获第22届中国纪录片
“好作品奖”。《木的琴》讲述了年过半百的古筝

制作人老吴突破自我，教育儿子的故事，映射
出典型的中国式父子相处方式，引发“棍棒”
教育之下的深层思考。2018年，该片荣获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梦”网络视听节目
优秀奖。《就恋这方水土》翔实地记录了陕西
农行工作人员在和农民打交道过程中所付出
的努力，所经历的艰辛，以及支农爱农的心路
历程。该片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后，入围
中国优秀国产纪录片名录。

《我的农村三部曲》导演兼制片人宋满
朝，西安周至人，42岁，高级摄影师，曾做过记
者、广告公司经理，从2011年开始从事纪录片
的拍摄制作，先后策划拍摄了20多部纪录片，

并多次获奖，成为业内的佼佼者。目前，他正
在筹划拍摄大型纪录片《往东方问陕西》，并
与新加坡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达成协议，一起
合作投资拍摄。该片摄制完成后，将以5种语
言，在全球多家电视台或传媒机构播出，用国
际流行的新潮方式记录反映陕西的人文历史
地理风貌传统文化，介绍陕西，宣传陕西！

本报记者薛卫斌

本报讯（记者薛卫斌）近日由西
安稻夫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
《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在“爱奇艺”
网络电影——动画片单元独家上线。

《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讲述
的是在玻色子星系，贩卖武器的萝卜
星人与追求权力的猪星人相互勾结，
挑起鸡蛋星与苹果星之间的战事以
谋取各自利益，经过战争的洗礼、智
慧的碰撞，最终正义击败邪恶，为了
守护爱与和平，鸡蛋星球悉达罗以及
他的盟友们成立了新的联盟。该片
导演邓伯超毕业后一直专注于独立
纪录片创作，作品《麦客》《余光之
下》《浪漫的国度》在国内外斩获及入
围诸多奖项。2014年邓导开始创作
以鸡蛋为主要演员的定格短片系列，
并在全网累积收获 3000 多万点击。
《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是一部软
科幻长篇定格动画，是在其系列短片
底蕴之上，用电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
了有趣的解剖。并运用严密的科学
逻辑，去探知生命未来存在的可能。
该剧全长86分钟。制作团队利用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完成了整剧的
创作，例如螺丝、玻璃瓶、鸡蛋壳、纸
箱、泥土等等，让它们作为视频里的
角色、道具或构建场景，既环保又有
趣。项目总制作周期23个月，制作人
偶 343个、微缩场景 49个、拍摄照片
65952张、手绘气氛及场景图15000余
张，当这群年轻人用这样的方式去感
知生命的时候，会收获更多对生活、对
生命的认知。

吴天明是西部电影标杆性人物，“吴天
明精神”给中国电影人树立了一个精神标
杆。10月9日，由青年导演、作家陈非撰写，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天明首本传
记《吴天明艺术画传》举行了首发式。

在首发仪式上，作者陈非说，吴天明是
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人，也是我们
陕西的骄傲，“作为中国电影教父的吴天明，
他不仅是优秀的导演，更重要的是他的大公
无私和奉献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
发展，他的精神在今天的电影界，更是显得
弥足珍贵，令人感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

很难找到一本他的艺术人生传记。作为导
演后辈，我就是想让更多人认识吴天明，了
解吴天明，让吴天明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吴天明二弟吴继明在现场还原了一段
和吴天明的对话，让所有人更加敬佩这位导
演的人格魅力，“都说吴天明是第五代导演
的教父，吴天明一直觉得这是谬赞，希望可
以更正。他总是说这些导演来西影厂之前，
就已经出了头，我只不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挖
过来给我帮忙，是我沾了他们的光，这个称
号我受之有愧”。

本报记者 黄美茹

《吴天明艺术画传》首发

本报讯（记者成东丽）昨日下午，西安
沣镐嘉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合作方在西安进行了电影《永远的记忆》的
签约。

电影《永远的记忆》以一位前苏联老兵
的记忆视角，全景式展现那个战争年代的缤
纷画卷。艺术地塑造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提醒新时代的人们勿忘历史，勿忘
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无私奉献的先辈
们。这部电影是一部尊重历史，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影视臻品，这部
电影也已列入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
项目。

本次电影节秘书长陆柯仑指出：电影作

为一门富有强大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艺术门
类，始终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西安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积淀深厚，人才辈出，文化资
源优势突出，具有发展电影事业的良好基础
和独特优势。希望国内外电影界的朋友们，
借助“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这一交流平台，
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在振兴美丽乡村背景下，以展示
美丽乡村题材影像为载体，树立美丽
中国乡村建设的定军山国际山地电
影双年展启动仪式于 10月 9日在西
安举行。

据悉，定军山国际山地电影双年
展是国内第一个山地电影双年展，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以文化
为先导，以纪录片为主、电影为媒促进
中国乡村大发展。

该影展是由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
协会、陕西省电影家协会、陕西省作协
影视剧专业委员会、民盟陕西省委文
化艺术委员会、陕西西诺创意文化产
业发展中心等单位发起，国内100余
所高校以及影视学院学术支持的电影
双年展。据发起人之一的青年导演陈
非介绍，力争把这一影展打造成为一
个广泛参与性，公平、公正的非商业的
影展。 本报记者 黄美茹

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出品的原创民族歌剧《太白雪》，
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终南音乐
厅上演。

据了解,《太白雪》由青年作曲家侯
玥彤、鞠波作曲，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获得者、编剧尹相涛编剧，国家二级导
演张程执导，著名青年指挥家严松波
指挥，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
师、硕士生导师郝亮亮，青年教师、硕
士生导师雷倩等倾情演绎。以有着百
年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马氏家族在抗战时期的真实事件
为原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冯
竹卿与爱国民医马明仁冒险给陕北抗

日武装送药的故事,并围绕这条主线徐
徐展开，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理想、
关于信仰、关于爱情的思考。通过艺
术化的处理，展现的是小人物对信仰
的忠诚与奉献，以“小爱”诠释“大爱”，
体现了中华儿女坚贞不屈、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

该剧出品人雷倩表示，对于以地
方题材的真实事件进行的歌剧改编，
一直面临着如何将地方音乐特征引
入歌剧表达的难题。为了最大程度
地还原该剧的真实性和历史性，从
剧目立意到最终的呈现，两年多的
时间里，《太白雪》的主创团队多次深
入当地调查采风，对剧本细致研读，

以汉语语言中的“阴阳上却”创作唱
段，加入大量秦腔音乐中大起大落
的旋律特征，力求能使这部歌剧达
到“人人能听懂、首首都动听、段段有
印象”的艺术效果，才最终在舞台上
奉献出整部剧画面唯美但又不失歌
剧厚重感的最佳视听盛宴。

导演张程表示,该剧得到了许多
名家前辈的认可和鼓励,阎维文、戴玉
强、郁钧剑等纷纷送来祝福,祝贺歌剧
《太白雪》演出成功。该剧是陕西作为
一个文化大省在歌剧方面的又一次突
破。后期，该剧也将在收集各方反馈
后继续打磨，力争打造成为给国庆献
礼的精品剧目。 本报记者 杨颖

陕师大原创歌剧《太白雪》上演

镜头中的乡愁
纪录片《我的农村三部曲》发行

电影《永远的记忆》西安签约



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纪录片电影新力量论坛举行

陕西师范大学原创歌剧《太白雪》在西安首演

定军山国际山地电影
双年展启动仪式举行

西安动漫作品
《猪公的骰子》上线

10月9日下午，由国家电影局、陕西省
人民政府、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
安）执委会、陕西西诺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中
心、陕西星渡文化产业公司承办的第五届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安）纪录片电影新力
量论坛在西安举行。

著名影评人江小鱼、陕西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张阿利、导演陈非、演员马瑞蔓，以

及知名纪录片人员齐聚现场，分享了他们
对纪录片电影的感悟和思考，就新时期纪
录片人的使命、互联网时代纪录片内容革
新、立足中国如何国际化表达、纪录片电影
的市场化突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
碰撞，旨在推动世界电影新力量的繁荣发
展，推动中国青年电影人植根本土提升讲
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形成中国电影新力量、

新青年、新电影。
记者采访获悉，纪录片电影新力量论坛

是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除了常规性
的系列活动之外，新增加的一个重要环节。
纪录片作为一种影片类型，正在成为电影市
场一股新力量，真实地记录时代和这个时代
的人，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本报记者 黄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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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捕捉生活的细节，用写实的手法
记录农民的生存状态，用感人的情景诠释缕
缕乡愁。”近日，由陕西全景记录影视传媒公
司和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拍摄制作的《坚守
——我的农村三部曲》影视作品正式出版
发行。

《我的农村三部曲》影视作品集，由《老
谢》《木的琴》《就恋这方水土》三部纪录片组
成。《老谢》讲述了陕西宝鸡一个农民老谢从
摄影爱好者到农民摄影家47年的坚守、历练
和举办个人影展的励志故事。该片经央视
《讲述》节目播出后，荣获第22届中国纪录片
“好作品奖”。《木的琴》讲述了年过半百的古筝

制作人老吴突破自我，教育儿子的故事，映射
出典型的中国式父子相处方式，引发“棍棒”
教育之下的深层思考。2018年，该片荣获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梦”网络视听节目
优秀奖。《就恋这方水土》翔实地记录了陕西
农行工作人员在和农民打交道过程中所付出
的努力，所经历的艰辛，以及支农爱农的心路
历程。该片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后，入围
中国优秀国产纪录片名录。

《我的农村三部曲》导演兼制片人宋满
朝，西安周至人，42岁，高级摄影师，曾做过记
者、广告公司经理，从2011年开始从事纪录片
的拍摄制作，先后策划拍摄了20多部纪录片，

并多次获奖，成为业内的佼佼者。目前，他正
在筹划拍摄大型纪录片《往东方问陕西》，并
与新加坡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达成协议，一起
合作投资拍摄。该片摄制完成后，将以5种语
言，在全球多家电视台或传媒机构播出，用国
际流行的新潮方式记录反映陕西的人文历史
地理风貌传统文化，介绍陕西，宣传陕西！

本报记者薛卫斌

本报讯（记者薛卫斌）近日由西
安稻夫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
《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在“爱奇艺”
网络电影——动画片单元独家上线。

《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讲述
的是在玻色子星系，贩卖武器的萝卜
星人与追求权力的猪星人相互勾结，
挑起鸡蛋星与苹果星之间的战事以
谋取各自利益，经过战争的洗礼、智
慧的碰撞，最终正义击败邪恶，为了
守护爱与和平，鸡蛋星球悉达罗以及
他的盟友们成立了新的联盟。该片
导演邓伯超毕业后一直专注于独立
纪录片创作，作品《麦客》《余光之
下》《浪漫的国度》在国内外斩获及入
围诸多奖项。2014年邓导开始创作
以鸡蛋为主要演员的定格短片系列，
并在全网累积收获 3000 多万点击。
《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是一部软
科幻长篇定格动画，是在其系列短片
底蕴之上，用电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
了有趣的解剖。并运用严密的科学
逻辑，去探知生命未来存在的可能。
该剧全长86分钟。制作团队利用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完成了整剧的
创作，例如螺丝、玻璃瓶、鸡蛋壳、纸
箱、泥土等等，让它们作为视频里的
角色、道具或构建场景，既环保又有
趣。项目总制作周期23个月，制作人
偶 343个、微缩场景 49个、拍摄照片
65952张、手绘气氛及场景图15000余
张，当这群年轻人用这样的方式去感
知生命的时候，会收获更多对生活、对
生命的认知。

吴天明是西部电影标杆性人物，“吴天
明精神”给中国电影人树立了一个精神标
杆。10月9日，由青年导演、作家陈非撰写，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天明首本传
记《吴天明艺术画传》举行了首发式。

在首发仪式上，作者陈非说，吴天明是
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人，也是我们
陕西的骄傲，“作为中国电影教父的吴天明，
他不仅是优秀的导演，更重要的是他的大公
无私和奉献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
发展，他的精神在今天的电影界，更是显得
弥足珍贵，令人感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

很难找到一本他的艺术人生传记。作为导
演后辈，我就是想让更多人认识吴天明，了
解吴天明，让吴天明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吴天明二弟吴继明在现场还原了一段
和吴天明的对话，让所有人更加敬佩这位导
演的人格魅力，“都说吴天明是第五代导演
的教父，吴天明一直觉得这是谬赞，希望可
以更正。他总是说这些导演来西影厂之前，
就已经出了头，我只不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挖
过来给我帮忙，是我沾了他们的光，这个称
号我受之有愧”。

本报记者 黄美茹

《吴天明艺术画传》首发

本报讯（记者成东丽）昨日下午，西安
沣镐嘉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合作方在西安进行了电影《永远的记忆》的
签约。

电影《永远的记忆》以一位前苏联老兵
的记忆视角，全景式展现那个战争年代的缤
纷画卷。艺术地塑造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提醒新时代的人们勿忘历史，勿忘
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无私奉献的先辈
们。这部电影是一部尊重历史，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影视臻品，这部
电影也已列入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
项目。

本次电影节秘书长陆柯仑指出：电影作

为一门富有强大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艺术门
类，始终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西安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积淀深厚，人才辈出，文化资
源优势突出，具有发展电影事业的良好基础
和独特优势。希望国内外电影界的朋友们，
借助“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这一交流平台，
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在振兴美丽乡村背景下，以展示
美丽乡村题材影像为载体，树立美丽
中国乡村建设的定军山国际山地电
影双年展启动仪式于 10月 9日在西
安举行。

据悉，定军山国际山地电影双年
展是国内第一个山地电影双年展，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以文化
为先导，以纪录片为主、电影为媒促进
中国乡村大发展。

该影展是由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
协会、陕西省电影家协会、陕西省作协
影视剧专业委员会、民盟陕西省委文
化艺术委员会、陕西西诺创意文化产
业发展中心等单位发起，国内100余
所高校以及影视学院学术支持的电影
双年展。据发起人之一的青年导演陈
非介绍，力争把这一影展打造成为一
个广泛参与性，公平、公正的非商业的
影展。 本报记者 黄美茹

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出品的原创民族歌剧《太白雪》，
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终南音乐
厅上演。

据了解,《太白雪》由青年作曲家侯
玥彤、鞠波作曲，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获得者、编剧尹相涛编剧，国家二级导
演张程执导，著名青年指挥家严松波
指挥，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
师、硕士生导师郝亮亮，青年教师、硕
士生导师雷倩等倾情演绎。以有着百
年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马氏家族在抗战时期的真实事件
为原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冯
竹卿与爱国民医马明仁冒险给陕北抗

日武装送药的故事,并围绕这条主线徐
徐展开，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理想、
关于信仰、关于爱情的思考。通过艺
术化的处理，展现的是小人物对信仰
的忠诚与奉献，以“小爱”诠释“大爱”，
体现了中华儿女坚贞不屈、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

该剧出品人雷倩表示，对于以地
方题材的真实事件进行的歌剧改编，
一直面临着如何将地方音乐特征引
入歌剧表达的难题。为了最大程度
地还原该剧的真实性和历史性，从
剧目立意到最终的呈现，两年多的
时间里，《太白雪》的主创团队多次深
入当地调查采风，对剧本细致研读，

以汉语语言中的“阴阳上却”创作唱
段，加入大量秦腔音乐中大起大落
的旋律特征，力求能使这部歌剧达
到“人人能听懂、首首都动听、段段有
印象”的艺术效果，才最终在舞台上
奉献出整部剧画面唯美但又不失歌
剧厚重感的最佳视听盛宴。

导演张程表示,该剧得到了许多
名家前辈的认可和鼓励,阎维文、戴玉
强、郁钧剑等纷纷送来祝福,祝贺歌剧
《太白雪》演出成功。该剧是陕西作为
一个文化大省在歌剧方面的又一次突
破。后期，该剧也将在收集各方反馈
后继续打磨，力争打造成为给国庆献
礼的精品剧目。 本报记者 杨颖

陕师大原创歌剧《太白雪》上演

镜头中的乡愁
纪录片《我的农村三部曲》发行

电影《永远的记忆》西安签约



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纪录片电影新力量论坛举行

陕西师范大学原创歌剧《太白雪》在西安首演

定军山国际山地电影
双年展启动仪式举行

西安动漫作品
《猪公的骰子》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