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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将于8月26日至9月19日举办

国家电影局、
中国科协印发
《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
本报讯 近日，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组建全国科幻科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
享受场租等优惠政策。

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

普电影放映联盟，支持各级科技馆、科学馆、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金融机构探索适

下简称《若干意见》
），提出将科幻电影打造成

工业博物馆、青少年宫、文化主题公园等加

合科幻电影特点的信贷产品和贷款模式，开

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

盟，推进资源共享，丰富片源供给，支持加入

展供应链融资、银团贷款等业务。鼓励保险

把创作优秀电影作为中心环节，推动我国由

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机构创新开展科幻电影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

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若干意见》提出

《若干意见》要求，要以科幻电影特效技

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特定演职人员人身意

了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

术发展引领带动电影特效水平整体提升。鼓

外伤害保险等业务。鼓励融资担保机构通过

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 10 条政策措

励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影特效底层核

多种方式为科幻电影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心技术和平台工具，支持电影数字内容加工

《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科幻电影人才

《若干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处理和数字版权保护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

培养，推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宣传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和产业化，支持国产高精尖电影装备的研发

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

书记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持

生产和推广应用，建立完善电影特效技术标

计划、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等，向科幻电影人

科幻电影发展正确方向，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准体系。引导符合条件的从事电影特效技术

才倾斜。鼓励高校结合自身优势，加强科幻

创作导向，
坚持培根铸魂、
彰显中国价值、
传承

的企业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

电影相关人才培养。积极向中小学生推荐优

中华美学，植根当代中国创新创造，把握科技

服务企业认定，进一步落实国家鼓励软件和

秀科幻科普电影，利用科幻科普电影开展科

前沿、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结合扩大和升级

学教育。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努力打造思想精

信息消费工作，推动丰富数字创意内容和服

《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促进科幻电影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中国科幻电影。

务，加快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将电影数字

发展联系机制，由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牵

《若干意见》要求，要加大对科幻电影剧

特效内容加工处理纳入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

头，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本的培育力度，鼓励扶持原创，促进科幻文

目重点支持领域。鼓励多层次开展技术、标

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

学、动漫、游戏等资源转化，丰富科幻电影内

准、检测认证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工程院、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国文联等单位有

施，被称为“科幻十条”。

容创新源头，推动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可持续

《若干意见》强调，要落实财税支持政

关部门参加，联系机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

的科幻电影剧本供给体系。支持在夏衍杯优

策。鼓励科幻电影相关企业入驻文化产业园

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建立科

秀电影剧本征集、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

区（基地）、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

幻电影科学顾问库，吸纳专家院士和科技工

划、电影剧本孵化计划等工作中设立科幻类

家文化出口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者参加，为科幻电影提供专业咨询、技术支

别。鼓励有关电影节设立科幻电影单元等。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自由贸易试验区、

持等科学顾问服务。（更多报道详见第 2 版）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

论坛、
线上电影大师班、
线

师范大学主办、艺术与传

上跨界对话沙龙；特别单

媒学院承办的北京国际

元为
“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

电影节·第 27 届大学生电

学生原创短视频大赛。通

月 26 日至 9 月 19 日举办。

“电影课堂”
和
“新型学习平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

台”
，
彰显大学生电影节始

进入常态化新阶段，电影

终秉持的
“青春激情、
学术

业复工复产正稳步推进。

品位、
文化意识”
的宗旨，
在

经批准，
北京国际电影节·

推介佳作的同时为年轻的

影 节 宣 布 将 于 2020 年 8

过这些全新活动打造线上

第 27 届大学生电影节即

电影爱好者们提供展现自

将重新启动。本届大影节

我风采的舞台。
2020 年 是 我 国 决 胜

积极响应、全力配合党和
国家的防疫政策措施，全部采用线上形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举办，
积极探索电影节展的全新形式、
内容

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和方法，
推出三大板块的全新活动，
分别为

要（2010—2020 年）实施的最后一年。在

主题线上影展、
学术活动及特别单元。

这重要年份里，本届大学生电影节将以

主题线上影展包括推荐影片影展、
青春

“新时代 新主流 新形象”为主题，突显“年

主题影展、
纪录片和动画片主题影展；
学术

轻化”、
“ 专业化”、
“ 学术化”、
“ 国际化”等

活动包括国际电影学术论坛、
国际青年学者

四大特色。

（影子）

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展映约100部影片
本报讯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8 月 22 日至 29 日举行，其中“北京展映”作

22日举行，
电视展映将于8月21日-8月30日

举行，
影院放映将于8月22日-30日举行，
露天

为北影节的重要活动，将在全市 17 家影院

展映时间为8月22日-8月29日。线上展映

放映约 100 部影片、400 场次。北京消费

部分将由爱奇艺电影作为“官方独家网络

季活动还将联合相关院线，以补贴、折扣、

展映平台”，电视展映部分则由北京卫视、

满减、免费放送等形式，组织新片展映、专

BTV 影视、BTV 青年三个频道分时段播

场放映。同时，举办戏曲观影展映、儿童

出。观众可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
电视等设

电影文化展等活动，推出红色教育、
“不平

备，
锁定相关频道与播放平台即可，
不管身

凡的 2020”等特色主题观影。

在何处都能同步
“云”
参与北影节的展映活

据介绍，
本届电影节的展映活动主要分为

动。线下举办的展映单元既包含最近一年

线上展映、
电视展映、
影院放映与露天展映四

最受影迷关注的热门中外佳片，也涵盖诸

个单元。其中，
线上展映将于8月21日-9月

多常看常新的影史经典。

（影子）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

电影制片企业要坚定信心勇于担当
用优秀影片推动产业复苏、激发市场活力

◎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我和我的家乡》公布五个单元主创阵容

本报讯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牺牲代价所换取来的胜利成果；倍加珍惜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广大人

十多年来经过深化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

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我国防控新

电影战线所创造的辉煌成绩和大好局面；

冠肺炎的特殊战役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和

倍加珍惜党中央对电影事业的关怀重视

阶段性的胜利。7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下

和全国广大电影观众的热忱支持。进一

发通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条件下，有

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凝心聚力、勇于担

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营业。这对受疫

当，要敢于和善于把新创作生产的各类影

情灾害影响损失严重的电影行业，是一件

片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有重点地推向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喜事、大好事。

市场，提高有效供给。用好影片激发广大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
表示，电影行业协会和各制片企业一定要

观众的观影热情和市场活力，推动电影全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详见第 2 版）

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包括付出巨大

◎ 特别策划

本报讯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日前发布一组
复古风手绘海报，公布首轮演员阵容，12 位实力

派演员悉数亮相，并公布五个单元的名字：宁浩执

▶《最后一课》
——
“最温暖”，喜剧之道代代相传

▶《神笔马亮》
——
“最浪漫”，欢喜冤家再战江湖

导《北京好人》单元，葛优、刘敏涛主演；徐峥执导
《最后一课》单元，范伟、张译、韩昊霖主演；陈思诚

作为导演，徐峥选角眼光一向“毒辣”，
《我和

沈腾、马丽的“沈马组合”如今在《我和我的家

执导《天上掉下个 UFO》单元，黄渤、王宝强、刘昊

我的祖国》之《夺冠》中的“少年英雄”冬冬，灵动细

乡》中重出江湖，与《夏洛特烦恼》导演闫非、彭大

然主演；闫非、彭大魔执导《神笔马亮》单元，沈腾、

腻的表演不仅看哭观众，拍摄时更是让徐峥当场

魔携手打造《神笔马亮》单元，这也是马丽产后复

马丽主演；邓超、俞白眉执导《回乡之路》单元，邓

落泪。小演员韩昊霖今年也如约出现在《最后一

出首次出演的电影。片中，沈腾饰演的马亮在海

超、闫妮主演。

课》的单元海报中，追随着范伟的步伐，奔跑在屋

报里扮成了一只大肥鹅，与怀孕的“沈丽”顶着彼

2020 年因严峻的疫情和汛情，各行各业都

顶上，徜徉于竹林间，张译趴在屋顶注视着这一温

此高高的肚子，在浪漫的向日葵花田中叉腰大

遭受了沉重打击。电影行业需要喜剧一扫低迷，

暖画面。
“长在全国人民笑点上的演员”范伟，年纪

笑。这对“欢喜冤家”
今年还烦不烦恼？

社会与观众也需要喜剧助力提气。行业复苏之

最长，却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老中青三代究竟是何

际，华语影人集结救市，为全民打造这场喜剧盛

身份？答案静待揭晓。

宴 ，送 来 欢 声 笑 语 。 人 心 齐 ，泰 山 移 ，
“喜剧天
团”匠心荟萃之作《我和我的家乡》将在 2020 国
庆档全国上映。

▶《北京好人》
——
“最荒诞”，
去年今日美梦成真

▶《天上掉下个 UFO》
——
“最科幻”，唐探宇宙一出好戏

▶《回乡之路》
——
“最喜悦”，同乡儿女共庆丰收

说起老搭档，不得不提默契满分的邓超与俞
近年陈思诚创造的“唐探宇宙”收割无数电影

白眉。
《回乡之路》中这对搭档还找来了喜剧女演

观众，
《天上掉下个 UFO》单元中，王宝强、刘昊然

员闫妮，手绘海报上的邓超胡子拉碴，略显邋遢，

“舅甥”化身工作伙伴，
“老唐”当了记者，
“小秦”做

与身后精英范儿的闫妮形成鲜明对比。二人双双

曾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中饰演张

了摄像，而去年春节刚大战完“疯狂外星人”的黄

全身扎进沙地上的大果篮里，手捧个大汁多的苹

北京的葛优，二度“牵手”导演宁浩，在《我和我的

渤似乎无意间引来了“唐探”组合锲而不舍的追

果、身旁围簇壮硕的山羊，为丰收而喜笑颜开。他

家乡》之《北京好人》中再演张北京。这回，张北京

逐。海报中全新三人组与村里的家畜家禽们被

们是商业对手？还是患难情侣？奇特的背景与迥

遇到了新麻烦，他病了。刘敏涛化身护士为“病

UFO 齐齐锁定飞往天外，如此戏剧性的重逢，又是

异的着装让人对两个角色的关系好奇心“爆棚”。

人”葛优“保驾护航”。

“一出好戏”
。

（木夕）

中国电影档期建设观察：

四大档期“定盘星”作用凸显
中小档期“带货力”不断增强
本报讯（记者 杜思梦）8 月 21 日，中

国电影市场即将迎来复工后的首部国产大

拥挤的市场空间中挖掘新商机。
自 2008 年取消“五一”七天长假后，新

制作战争电影《八佰》的上映。影片定档消

增的元旦、
清明、
端午、
中秋小长假均在次年

息发布当周，
影视股全线飘红。显然，
行业

就被中国的电影发行方开发成了新晋
“节日

对《八佰》的上映寄予了厚望，电影行业很

档”
，
它们与新五一档共同扩展了中国电影

可能迎来复工以来的首个较大爆点。

市场的档期疆域，
新生商机在此后十多年的

伴随市场加速复苏，在映影片同时获
益。复工后上映的首部商业电影《多力特
的奇幻冒险》上映第 15 天，票房迈过亿元

市场摸索中更新迭代，
为新片拓展空间的同
时，
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想象空间。
此外，如六一儿童节、三八妇女节等

线；复映影片的表现亦不逊色，美国科幻

针对某一群体的一日假期也被中国电影

电影《星际穿越》重映 9 天，累计票房超

发 行 方 打 造 成 了 固 定 档 期 ，就 连“ 情 人

天，每日票房产出仍高居榜单三甲。暑期

“非休假”节日均被看作是可以被开发的

8300 万元，国产悬疑电影《误杀》重映 21
档的“带货”能力，不可小觑。

节”、母亲节、七夕节、圣诞节、万圣节等
领地，中国电影发行方对档期开发的热衷

事实上，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具有“带

一度将“光棍节”这一被网友“造”出来的

货”能力的不止暑期一个档期，与暑期档

节日打造成了电影档期，在长达几年的时

并称“四大档期”的春节档、国庆档、贺岁

间里，每年“光棍节”都有应景影片上映。

档，经历了 20 多年的建设，业已形成各自

在新旧交替中、兴衰轮动间，有的电

独特风格，共同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票

影档期成了市场中坚，有的则在洪流中销

房波峰。

声匿迹。无论结局如何，不断丰富的电影

相比“档期”概念发源地北美市场从 4

月持续到 9 月的超长暑期档，以及全年仅
有的五个主要档期，中国电影人更擅长从

档期、持续拓展的观影群体，构筑起中国
电影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详见第 4-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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