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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呈现举办电影节的“上海方案”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综述

保障安全观影 链接美好生活

多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面向大众

的电影展映，已经在全国影迷和上海市

民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本届电影节

面对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贯彻“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以

创新融合的思路，尝试展映转型，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以影院展

映、露天放映和线上放映三线并进的方

式，让人民大众分享中外电影文化的成

果。

电影节开票日正逢全国影院恢复开

放首日。两件中国电影的大事交集于一

天，释放了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电影迈出

再出发第一步的信号，顿时掀起了热烈

议论的话题波澜，更被中外媒体高度关

注。当天，影院展映电影票在两小时内

被几近售罄。工作人员迅速寻找海内外

片方争取授权加场，但是，80多个加场的

电影票也被“秒抢”。显然，人们的观影

热情已被激发。

本届电影节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每

场售票率 30%、每个影厅每天放映不超

过4场，展映影院数量减少，但展映中外

电影仍然达到了 322部，世界首映、国际

首映、亚洲首映和中国首映占 232部，在

29 家电影院共放映 1146 场，观众为

147502人次。购票人群中，上海地区占

71.3%，其次为3.4%的杭州，第三为3.0%
的北京。20岁至29岁的“90后”，以占比

56.8%，成为观影队伍中的绝对主力。

本届电影节不同于往年的观影流

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线上

抢票拼手速，进影院时的测体温、出示健

康码环节和观影时的全程戴口罩，还有

置放于影厅门口的备用口罩、洗手液等

等，都成为特殊的标记刻印在每位电影

节观众的脑海里。即使是从外地专程来

观影的观众也明白，正在打造让更多人

链接美好生活平台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采取这些防控措施正是为了能安全办

节、让影迷安心观影。尽管增加了一点

麻烦，但观众都表示理解，给予默契配

合。对此，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负责

人深有感触地说：“今年的电影节能够安

全、成功举办，离不开影院一线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离不开影迷们的理解、配合

与支持，向他们表示由衷、诚挚的感谢！”

虽然今年影院展映的观影人次只有

去年的近三分之一，但当电影节开始时，

不少市民发现，新开辟的露天放映板块，

让大家看电影似乎更加方便了。7月 25
日起，在上海新天地、松江地中海、大宁

音乐广场、环球港等七个商圈，电影节期

间天天有露天电影可看，有的还要延续

到电视节结束。从 7月 27日开始，浦东

36个社区的放映点也点亮了银幕，一部

部“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机构推荐

的各国影片，吸引观众进入“仲夏电影之

夜”，助热上海的夜间生活。即使是露天

放映点，也实行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如座

位不得超过 100个，须间隔 1米以上；入

场也要测体温、出示健康码等等。据统

计，露天放映共放映影片 50 部，147 场，

观影为13570人次。

吹响重启号角 赋能产业发展

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形成的

发展规划中，结合上海国际影视创制中

心建设和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勾画了打造“五大平台”的蓝图。其中之

一，就是要把这个中国唯一的国际认证

A 类电影节，建设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

助推平台。虽然因疫情影响压缩了举办

规模，但是，本届电影节坚持从困难中突

围，联合各方力量，强力提升产业发展能

级，一系列新政策、新项目、新计划、新作

品在电影节这个平台上纷纷出台、亮相。

松江区继 2019年发布《上海科技影

都总体概念规划》和被称为 1.0 版本的

“松江16条政策”之后，这次为企业创造

生态优良的服务环境，营造“近者悦，远

者来”的集聚效应，又公布了力度更强、

范围更大的 2.0版本“松江 16条”扶持新

政，扶持资金出现成倍的增长。推出的

新政策中还包括，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的特点，以创新再上台阶的

思路，尝试建立“完片担保”模式，为投资

人和制片商提供金融服务保障；运用大

数据、多维度监测等手段，建立影视产业

竞争力指数发布体系，提升影视企业科

学量化决策水平等，被行业人士普遍称

为“助力行业纾困的‘王牌级’大招”。

浦东新区充分发挥国际度假区的地

理和环境优势，在电影节期间开启“一带

一路”电影周的同时，启动了搭载影视后

期全流程功能设施的浦东国际影视产业

园共享空间，面向海内外吸引影视机构

落户。浦东新区还发布了“2020版”影视

产业扶持政策，扩大资助范围和力度。

其中，不但有对应“一带一路”主题设立

的“机构落户资助”，还有鼓励中外合作

的“本地化摄制补贴”，以及推动创作的

“作品创制研发”奖励，助力影视作品“走

出去”的“影视宣发及交流”补贴等。浦

东新区的系列影视新政，提升了影视机

构走出疫情困境的信心，当场就有 16家

“一带一路”意向合作企业和度假区重点

企业签约。

电影节期间，在徐汇滨江国际传媒

港举办的“中国影视之夜”，更似一团火

焰，助燃影视行业重启的热情。这个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承办的直播

活动，采用“佳作推荐人+优秀影视作品”

的形式，把一部部尚未露面的影视新作

推到了大众眼前。成为金爵奖、亚洲新

人奖官方入选片的中国影片剧组，也纷

纷从各地赶来，出现在映后观众见面会

和媒体见面会上，剧组人员们讲述拍摄

经历、表达创作感悟、宣布公映档期，向

人们传递着电影人逆风飞扬的滚烫情怀

和砥砺前行的积极信号。

中外影人重逢 表达奋起心声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以线下线上方式

进行的金爵电影论坛、电影学堂等场合，

国内外电影人吐露心声、提出建议、阐述

观点、交流创意……旁听一场场论坛，可

以深切感受到，中国的电影人们没有停

留在遭受重大挫折的回忆中，也没有去

痛苦地历数损失和挫折。他们表达的，

是如何化危为机，如何加强团结，如何战

胜困难，如何承担推动中国电影向好发

展的责任和使命。

迎接建党百年的《一九二一》，以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的《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反映李

大钊、陈望道等人物的《革命者》、《陈望

道》等，以及将镜头伸向抗疫战场的《火

神山》、《中国医生》等一大批影片，纷纷

被各电影机构人士在交流时公之于众，

也使得电影节回荡着主旋律的音符。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傅若清告诉大

家，疫情期间一直在抓紧创作，坚信电影

院总会有开放的那一天，“宣布影院恢复

开放后，我们马上进行 35部电影的拷贝

复制和向全国影院的硬盘发放、密钥配

置，还刚刚推出了1亿元的400万张观影

券，发放给医务工作者、参加高考和中考

的学子。”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健儿介绍道，为应对疫情，今年3月上影

集团发起成立十亿元纾困基金，帮助企

业共渡难关，“我们没有浪费时间，用三

个月完成了上影‘十四五’发展规划。电

影节期间，发布 25 部影视作品项目，其

中有 12 部是故事片。”博纳影业总裁于

冬说：“疫情没有让我们停顿，反而给了

我们创作的准备、打磨和筹划时间。”阅

文集团和腾讯影业的首席执行官程武指

出：“疫情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积淀和

练内功的机会。”

主讲电影学堂的中外名家有中国导

演贾樟柯，美国编剧、制片人詹姆士·沙

姆斯，法国编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

斯，日本导演河濑直美与是枝裕和，菲律

宾导演拉夫·迪亚兹等，除了贾樟柯来到

上海之外，其余名家通过社交视频平台

与听众线上交流。他们除了对上海国际

电影节使他们重新面对同行和影迷发出

“久违的重逢”感慨之外，也纷纷介绍了

疫情期间并未停顿电影创作的经历，菲

律宾著名导演拉夫·迪亚兹就在这段时

间里，克服种种困难拍摄了一部短片和

一部长片，他对在线聆听的中国同行们

如此说：“想抗击疫情吗？那就去拍电影

吧。”编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也深

有感触地说：“今年对于每个电影人来

说，都是特别的一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举办，象征着希望。”

中国导演贾樟柯不但出席金爵论

坛、主讲电影学堂，还携他与日本导演河

濑直美联合监制、中国导演鹏飞执导的

《又见奈良》参加展映，他说：“上影节能

够成为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个恢复举办的

国际认证 A 类电影节，首先反映了我国

疫情防控的显著成果，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完成筹备、展映

等工作，更反映了中国电影人身上的韧

劲和行业精神。上影节不但是一个节

日，也让我们相互鼓励、坚定信心，大家

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线上线下并举 插上飞翔翅膀

从 2 月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以来，全

球几乎所有的电影节宣布延期或取消。

面对疫情，上海国际电影节坚决贯彻“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的精神，5月发布了延期公告。在

国家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部门的统一部

署和指导下，终于在 7 月拉开大幕。虽

然，疫情暂时挡住了中外电影人集聚交

流的脚步，却也倒逼电影节改变传统模

式，从互联网寻找创新突破的机遇。本

届国际电影节除了增加线上展映、论坛

线上直播等之外，还首次贯通上海国际

电影节电影市场和上海电视节电视市

场，以国际影视云市场的方式实行全线

上举办，产生了意外的效果。

电影市场的根本宗旨，是服务电影

行业的交流、交易，推动机构展示和版权

贸易等。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

市场和上海电视节电视市场总参展商共

580家。今年，国际影视云市场在不到十

天的时间里，就有超过 700 家展商申报

参展，海外展商首次突破五成，且覆盖五

大洲。一些海外展商在申报时表示：“我

们用不着携带展示物料旅途劳顿，云市

场功能齐全，成本低、又便捷，充分体现

了上影节为展商服务的用心，这是非常

棒的‘上海方案’。”

打开7月31日上线的国际影视云市

场页面，云展览、云洽谈、云活动、云服务

等路径明晰，其中还设置了“脱贫攻坚奔

小康”重点剧目展、“中国剧场”主题展、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展、影视后期制

作展、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展

等五大主题展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

盟成立三年来，积极开展电影文化的交

流互鉴，尤其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凭借这

个平台，以“一带一路”电影巡展的机制，

把一批批入围金爵奖、亚新奖的中国新

片推向各国机构成员的电影节，通过电

影文化促进民相亲、心相近。目前，这个

联盟已扩展为 44 个国家、50 个机构成

员。而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展

也十分醒目。2019年电影节电影市场首

日，长三角地区影视拍摄基地建立了合

作机制，今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拍摄基

地处于“停摆”状态，也促使他们在思考

中调整方向，探讨用进一步团结合作，为

影视拍摄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由此，

在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

背景下，这个联盟应运而成立，在影视云

市场的平台上首次亮相。

据统计，从 7 月 17 日宣布举办至 8
月1日，关键词“上海电影节”和“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微博话题增量超3亿；电影

节视频的微博播放量超千万次；官方短

视频平台快手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视

频播放量超过1.2亿次；上影节在合作音

频平台喜马拉雅搭建专区，开幕一周来

收听金爵电影论坛等相关音频超过 30
万人次……数据说明实施线下活动参与

者限流等疫情防控措施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也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冲破了传统

办节的局限，获得了远超以往的参与人

次和广泛关注。

向未来担责任 育新人不缺席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取消了评奖，

但发布金爵奖、亚洲新人奖官方入选片，

是对一年来中外电影工作者创作成果的

肯定；人们欣喜地看到，《风平浪静》、《吉

祥如意》、《再见奈良》等一批世界首映影

片被送到上影节参加展映，受到了观众

的好评；取消了盛典红毯，但中外影人们

依然相伴度过了电影节“云上的日子”，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们用线上推

送作品参映、设置云展台的方式参与“一

带一路”电影周；压缩了活动规模，但电

影节主要板块活动一个也没有少。

近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动承担

为电影产业输送人才的责任，形成了面

向未来的阶梯式新人培育机制。以引导

新人敲开电影大门的短视频单元，围绕

“四分钟凝聚影像力量”主题，邀请资深

专业人员担任导师，与优秀作品作者展

开面对面交流，在答疑解惑之中让年轻

的影像爱好者初窥电影工业的路径；今

年上半年，上海发起“艺起前行”主题视

频征集活动，一批优秀抗疫题材作品脱

颖而出，作者被邀请到短视频单元活动

现场授予荣誉，也让青年学员们对“人民

文艺人民创造，人民文艺服务人民”有了

更深的理解。

连续举办 14年的电影项目创投，已

见证了 75个项目从创意文本开始，进入

制作、成功完片，有的甚至在国内外电影

节获奖，在中外电影界产生良好的品牌

效应。今年，电影项目创投收到来自 9
个国家的 450个项目申请，经遴选后，有

39个项目脱颖而出。从电影节的第一天

开始，各个入围项目的创作人们就陆续

进入陈述、洽谈、试映等环节，共完成509
场洽谈、三轮“制作中项目”试映会、20个

公开陈述。项目创投不但通过征集、遴

选、评审发现一批优秀项目和人才，还与

电影产业界建立对接机制，将涌现的优

秀项目和人才直接推送到产业机构面

前，通过洽谈完成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和

成片保障。

为了让参与创投的青年影人更多的

指导和熏陶，本届电影节还邀请知名电

影人刁亦男、徐峥、李少红、黄渤、宋佳等

走进青年电影沙龙与参与创投的年轻人

对话，可以预见，人们在未来的电影院

里，会为这些电影的故事感动。

以推广中国新片和扶持青年影人的

电影传媒关注单元，从 2004年举办以来

未有间断，今年也进行升级转型，采用了

“专用小程序+APP”的评选模式。《春江

水暖》、《气球》、《杰米拉》、《再见，少年》、

《我的喜马拉雅》等获各项荣誉，揭晓仪

式通过电视、互联网、移动终端、电子屏、

院线银幕等呈现，首次实现五屏跨越融

合直播。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后一

天，上海进一步落实“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启动了

“上海观影惠民季”，以“政府补贴，平

台配套”，实施 3200 万元补贴观众购

票、每张电影票“立补 10 元”的措施，让

利于民、公益惠民，使得广大电影爱好

者在经历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光影之

行之后，在中外电影文化的长河里继

续前行，共享美好生活。

上海在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5月开展“五五购物节”，采用线上引流带动实体消费，促进城市释放消费潜力；6月，启动上海夜生活

节，呈现城市的夜间生活活力，打造时尚潮、国际范的都市形象。随着剧场、影院的陆续恢复开放，7月25日至8月2日，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举办，进一步发出了人们的文化热情正在释放、城市生活陆续恢复正常、中国电影行业迈出再出发新步伐的信号。在全力防控疫情的特殊时代背

景下，2020年的这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全球的电影行业和观众呈现了一个举办电影节的“上海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