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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报记者 林琳

聚焦复工复产 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综述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2020年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给全球电影产业带来重创，作为疫情之

后举办的首个国际 A 类电影节，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7月 25日在论坛对

话和交流互鉴中启幕。

开幕论坛以“全面奔小康·筑梦新

时代”为主题，设置上、下两个半场，从

市场和创作两个维度聚焦“后疫情时

代”的电影创作生产。论坛上半场直面

疫情对电影行业的深刻影响，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傅若清；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

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阿里巴

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影业总裁李捷；光

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上海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博纳影业集团

总裁于冬等六位来自一线电影企业的

领军人物，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深入探讨

了如何积极有效复工复产，提高电影创

作质量、提升电影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等

话题。嘉宾们还从技术与内容的融合

创新，阅读习惯的养成、产业链协同等

维度分享了对“后疫情时代流媒体发

展”的看法。

论坛下半场瞩目创作，黄渤、贾樟

柯、文牧野三位身兼多职的创作者探讨

了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展

现民族特点，加强类型创作和艺术创

新，融合主流思想与商业价值等议题，

表达了电影人坚持“内容为王”、讲好中

国故事，不断推动中国电影从“高原”向

“高峰”迈进的信心。论坛由《中国电影

报》社长、《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主

持。

凝心聚力 直面行业挑战

疫情之下，电影行业面临前所未有

的困难和挑战。“每一次危机、每一次挑

战，也可能是一家公司、一个行业反思

自我，进行更好地思考、沉淀，更好地修

炼内功的机会。”程武介绍了腾讯影业

推进复工复产的三方面措施，即“持续

在六大文化产品系列的思路下进行内

容布局”、“组织升级和内容升级“、“不

孤立做影视”。7月 1日，由腾讯影业、

上影集团、三次元影业、阅文集团出品，

黄建新执导的电影《1921》在上海中共

一大会址开机，预计明年7月1日上映，

献礼建党百年。

傅若清从全产业链的角度介绍了

中影、华夏在推动全国影院复工复产方

面做出的努力，包括 35 部影片的拷贝

复制、硬盘发放、密钥配置，400万张观

影券的发放，《悬崖之上》、《一点就到

家》、《我和我的家乡》等重点影片创

作。10月下旬，中影、华夏还将联合推

出4部以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

英雄事迹为表现内容的电影。傅若清

表示，未来将在线下影院发行的同时，

与优酷、爱奇艺、腾讯实现差异化成长，

大踏步推进线上电影发行工作。

李捷介绍了目前全国影院的复工

情况，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7月 24日

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了 2000 万元，排

片场次也恢复到了往年均值的五分之

一。“我们能够看到，观众进场观影的信

心正在慢慢恢复。未来两周，我们有信

心票房能恢复到同期水平的2/3。”李捷

表示，“观众们经过了长达 180 天的等

待，现在我们需要将优质内容更好地推

送给他们。”

李捷同时介绍了利用互联网工具

保障创作生产的经验。如互联网宣发

平台灯塔联合淘宝直播、优酷推出了多

种线上营销产品，复工后首部新片《第

一次的离别》，就在灯塔“冲击播”完成

线上“云首映”。此外，制片管理系统云

尚制片，通过线上数字化管理的方式，

解决了数十个剧组的筹备、审片问题，

保证片方在疫情期间也能开工。

王长田从稳定信心、梳理项目、帮

扶中小企业三方面介绍了光线传媒在

疫情期间的工作重点，特别强调了“后

疫情时代”吸纳储备人才、打磨剧本、全

面提高创作标准的重要性。2020年光

线影业有多部项目正在推进中，其中包

括反映李大钊生平的电影《革命者》和

抗疫题材影片《火神山》。

王健儿介绍了上影集团在疫情期

间集思广益完成的上影“十四五”创作

规划，阐述了“精品内容、大 IP开发、产

业转型”三大核心战略。考虑到疫情将

加速整个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我们加

大了长三角文旅融合项目的布局，此外

还将发布 25 个影视项目，其中包括 12

部故事片，5 部电视剧集，5 部动漫作

品，2部纪录电影，1部京剧电影。”

于冬从企业互助的层面阐述了中

国经济的韧性和中国电影人共克时艰

的信心。疫情期间，多家房地产企业为

博纳影院提供了租金减免的政策支持，

发行公司也主动提出提前回款。于冬

还介绍了博纳影业正在筹备中的抗疫

题材电影《中国医生》，并号召同业一起

面对困难、克服困难、解决困难，实现电

影行业的快速复苏。

交流互鉴

探索多屏时代的融合发展

新冠疫情给电影产业带来的全球

化、全产业链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尤其

加速了内容播出渠道的流媒体转向。

对此，程武认为技术进步和内容传播方

式的调整在给行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

孕育着巨大的机会，“新技术手段和内

容的结合带来的全新体验将是行业发

展的常态，作为内容生产商，当务之急

是探索区隔化的内容生产，满足观众对

观影仪式感和观影体验的需求，避免同

质化和重复竞争。”

傅若清同样看重观影体验和观影

仪式感在流媒体转向中的重要意义，并

表示中影、华夏已经着手在厦门成立电

影融资租赁公司，助力影院在“后疫情

时代”的设备迭代升级。

相比流媒体平台对院线电影的

冲击，李捷更看重从长视频到短视频

的消费习惯调整。“观众越来越喜欢

篇幅短的、直给的视频内容，这样的

阅读习惯一旦建立将深刻影响以后

的电影消费。”他由此呼吁通过每年

一定数量的纸质书籍、电影、话剧等

经典艺术形式的回归，培养“身体阅

读”习惯。

作为院线电影的坚守者，于冬梳理

了目前的生产和储备状况，认为既有的

四五百部项目储备可以满足明年暑期

档之前的市场需求，暑期档之后是否有

足够的内容投放有赖于复工后的创作

生产。从现有的院线市场空间着眼，他

认为行业应该坚定信心，积极投入优质

的头部内容创作。

沉潜创作讲好中国故事

下半场创作论坛，贾樟柯、黄渤、文

牧野分别介绍了各自在疫情期间的沉

潜思考和对未来的创作计划。黄渤监

制、李霄峰执导的电影《风平浪静》入围

了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贾樟柯则将

自己监制、鹏飞导演的电影《又见奈良》

首映选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谈及疫情

的影响，贾樟柯表示，《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不止不休》、《又见奈良》、《记忆》

等项目的制作和宣发都因为疫情进行

了相应的调整，他自己则利用这段时间

完成了 7 万字左右的文字创作。文牧

野疫情期间正在创作剧本，疫情让他有

机会放慢节奏，重新梳理创作，并将对

疫情的体验灌注到创作之中。

谈及如何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

讲好中国故事，贾樟柯介绍了他从当代

题材入手，讲述中国故事的创作经验，

“我拍电影的一个诉求就是为中国电影

留住人情，关注人情、理解人情，这是我

切入创作的角度，也贯穿了我十几年的

工作”；黄渤建议创作者通过更加多元

化的类型创新，实现作品和观众的深层

共鸣、互动；文牧野则从作者性、当代性

和娱乐性三方面介绍了自己实现创意，

完成表达的电影创作经验。

7月 25日，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同时，本届电影节首场大师班也正是拉开帷

幕。中国导演贾樟柯分享了自己对于电影的

理解。他表示，相信经过疫情之后，电影工作

者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大银幕作品，电影观

众也渴望看到更具创新性的影片。

“新冠肺炎疫情

让我们重新理解生活和电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贾樟柯应希腊一个电

影节的邀请拍摄了一部三分钟短片《来访》,把
他对疫情的感受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这

部短片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有了新

的理解。”

贾樟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的社交

方式发生了改变。“比如说看电影，疫情之前，

一千多人在一个影厅里肩并肩一起看一部电

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方式，但疫情改变了这些

方式。《来访》其实是对我们以前常态生活方式

的一种怀念。”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灾难，给社会生活带

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给电影事业带来极大的

危害。但贾樟柯也从这次疫情当中看到了积

极的一面。“疫情让我们对过去的生活形态、方

式有一种新的理解。过去人们认为很自然的

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都要重新理解，它

会让我们更加珍惜拥有的东西，珍惜那些习以

为常的东西。”

贾樟柯相信，经过疫情之后，电影工作者

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作品，能够拍出更加适合

在电影院大银幕观看的电影。“我们经过一百

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因此要重新理解电影这

个媒介。”贾樟柯口中要重新理解的是，为什么

要用电影院来呈现电影作品，电影院的美感是

什么？

“观众同样渴望看到新东西”

在电影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导演分为经历

过“二战”的和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在贾樟

柯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极度全球化的背景下

突然出现，中断了人类正常的秩序，人们的生

命也受到了很大的困扰，“这些经历如同一次

战争，会触发很多导演对人与人连接的新的思

考。”

“新冠疫情之后，电影导演会对我们所处

这个世界的本质有新认识，对人性有新的理

解。这些对未来会产生影响，未来会产生新的

潮流和学派。”贾樟柯还提到，这次的疫情影响

的不仅仅是电影人，电影观众更是身在其中。

“全球几十亿的电影观众在这次的经历后一定

会对电影产生新的要求，观众渴望从电影中看

到新的东西，一种新的电影。”而这个“新东西”

到底是什么，这就是电影工作者的课题。

在大师班上，对于这个“新东西”，贾樟柯

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观众希望获得

心灵的回应，这种回应需要有新的作品、电影

语言、新方法来呈现。就像‘二战’后诞生的意

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一

样。电影导演需要及时感受到观众的变化。”

“创新最难的是找寻新的人物形象”

提及创新，贾樟柯认为，创新的维度非常

多，但最难的是寻找到的新的人物形象。“我们

要塑造出过去文学的画廊、银幕上没有出现过

的人物形象，这个人是新的社会进展塑造出来

新人类。”贾樟柯进一步解释说：“比如鲁迅笔

下的阿Q，老舍笔下的虎妞、祥子。”

现场，贾樟柯回忆起他早期的一部作品。

“1997年，当时的社会变革已经到了基层。因

为过去生活方式和情感都发生了改变，很多人

无法适应，我想讲述一个适应不了变化的年轻

人的故事。”

他还以《山河故人》举例，影片涉及的生老

病死本身并不新鲜，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上述问

题。“这些事情什么时代都会碰上，但每个时代

人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看法又都不尽

相同。”贾樟柯认为，在对一些老套的事情上，

电影人最重要的是表达出“这些故事在当下是

什么样的”。

贾樟柯最后提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拍

电影是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听，但他希望通

过电影让观众过一段生活。“听故事是被动的，

但与观众一起去过一段生活、体验一种人生是

更加主动的做法。当带着后面的一种理想去

拍电影的时候，就能找到电影中人物所有需要

的细节和质感。”

7 月 26 日，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大师班迎来了导演李安的长期合

作伙伴——好莱坞著名影人詹姆士·沙

姆斯。现场，詹姆士·沙姆斯分享了他

从事电影工作的成长经历，并告诫青年

电影人要多多留意身边有潜力的同龄

人，和他们搭档起来共同成长。

优秀的制片人

要为导演提供尽量多的选择

作为著名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

首先向现场观众解释了制片人的工

作。他表示，制片人对拍电影、写剧本、

融资等等环节都要懂一些。“不过，如果

一名制片人声称他对每个环节都是非

精通，一定是骗人的。”詹姆士·沙姆斯

表示，优秀制片人的特质是能够找到每

个环节最优秀的人才，并把他们组织起

来完成作品。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1980 年

代，詹姆士·沙姆斯来到纽约追寻电

影梦，从学徒做起的他最初干的就是

制片助理。他说：“作为制片助理，我

前一天在给一位剧组的资深摄影师

端咖啡，结交朋友做好服务，第二天

我就能请他帮我们拍摄低成本甚至

零成本的项目。”他笑称自己“既是仆

人也是老板”，而这也是他积累人脉

的方式。

同时，他劝解年轻人不要总是想

攀附业内“大佬”，要多看看身边的同

龄人。“年轻电影人要仔细观察同龄

人中是否有潜力的同事，和他们搭档

起来共同成长。”

制片人和导演就像一对夫妻，双方

想要合作愉快，其中要有不少艺术。对

此，詹姆士·沙姆斯表示，制片人的任务

就是在预算的范围内，把导演实现构思

的一切需求都准备好。“一名好的制片

人既不能对导演一直说‘好’，也不能一

直对导演说‘不’。制片人要做的是为

导演提供更多的选择。”

始终和中国电影结缘

从最初与李安导演共事，到现在的

乌尔善，詹姆士·沙姆斯的职业生涯一

直伴随着“中国情缘”。

20世纪90年代，詹姆士·沙姆斯和

泰德·霍普创设了“好机器”电影公司。

不久，还是新人的李安走进了他的办公

室。从“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

《饮食男女》开始起步，进而共同孕育华

语电影里程碑之作《卧虎藏龙》。

2014 年，詹姆士成为第 64 届柏林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他

更是代表评委会将最佳影片“金熊奖”

颁给影片《白日焰火》。

他回忆说，《白日焰火》本质上是一

部美式的黑色电影，虽然是由中国电影

人创作的，但非常具有原创力，不仅是他，

当时的所有评委都非常欣赏这部电影。

如今，詹姆士·沙姆斯成为乌尔善

执导的《封神三部曲》的剧本顾问。这

一次令他惊艳赞叹的，是中国电影市场

逐步成熟之后，工业化水准的大幅提

升。他甚至感慨其规模“过去没有看

到，相信以后我也不可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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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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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

青年电影人要和有潜力的同龄人合作共同成长

■
文/

本
报
记
者
林
琳

詹姆士·沙姆斯与现场连线

贾樟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