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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在京举办
“影视宣发贷”特色金融产品现场发布

李安北影节大师班“开讲”：

创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
才能真正让观众走进影院

本报讯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近日在北京雁

栖湖举办。本次峰会由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主办，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

会和北京文化投资发展集团等联合主

办，聚影汇（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

办，北京农商银行为战略支持单位。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

影局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

席、秘书长王杰群，中国电影基金会理

事长张丕民，北京文投集团董事长周茂

非，北京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付

东升，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以及中影股份副总经理周

宝林、华夏电影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阿里巴巴文

娱集团总裁李捷、文投控股常务副总经

理蔡敏、聚影汇创始人朱玉卿等与众多

影视投资机构、制片机构、影视企业代

表参加了会议。

王杰群在致辞中指出，今年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要加大金融对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北京

市委市政府多次动员金融机构为文创

行业解忧纾困，为首都“文化中心”建设

助力。在此背景下举办的“中国电影投

融资峰会”，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署，特别

是北京市“文化创新与金融创新融合

发展”新思路的具体措施。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历时6个

多月，实地调研上百家金融和投资机

构，最终编写完成的《中国电影投融资

调研报告（2020）》在现场发布。报告专

注于中国电影投融资领域的调研分析，

旨在剖析金融领域和影视领域合作现

状，厘清双方合作阻碍，推动双方的交

流合作。以《中国电影投融资调研报告

（2020）》为依托，综合考量企业的业绩

水平，投资制作影片票房口碑、社会影

响力等多要素，经过企业自主报名和专

家评审评选，活动评选并现场颁发“年

度投资企业”和“年度制片企业”两大奖

项，以彰显在 2019 年度电影投资和制

片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佼佼者。

峰会期间，北京市文化产业投资文

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文投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接连

发布了《许愿神龙》、《地道战之地下奇

兵》、《灶王传》、《气球》、《不老奇事》、

《莫尔道嘎》、《敦煌》等七部各具特色的

重磅影片拍摄计划，共同推进影视文化

产业发展。活动现场，肩负着助力北京

市文化产业升级的重要使命的文投控

股还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博纳影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阿里巴巴文

化娱乐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

力首都“文化中心”。

其中，与中影股份的战略合作将集

中优势资源，在影视项目投资出品、影

院运营加盟、宣发合作、统计结算等多

方面寻求广阔的合作空间，实现合作共

赢。与阿里巴巴文娱集团的战略合作，

将连接产业渠道，从电影内容投资及宣

发、演出内容投资、优酷平台、电影票务

等多层面合作，以期结出协同互利的硕

果。现场，文投控股还与博纳影业签署

3年3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利用双方

的资源优势，共同开发冬奥题材《冰雪

情缘》、战争史诗影片《冰雪长津湖》、抗

疫题材《中国医生》等高品质电影项目，

携手促进影视业繁荣发展。

现场，北京农商银行发布了“影视宣

发贷”特色金融产品，旨在为小微型电影

发行公司解决影片宣传发行费用所需日

常经营资金需求，进一步缓解北京市文

化企业融资难问题，与文创企业共克时

艰，助力文创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现场，

北京农商银行与多家影视文化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向。 （影子）

本报讯 日前，导演李安在第十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师班如约开讲，与影

迷们分享作为电影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电影从业者们

送来坚定的支持。

在大师班的进行过程中，坐在台下

的观众多次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李安

的敬意与感谢，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安

也为未能来到现场而感到遗憾，并为台

下和线上的观众们送来了祝福。现场，

两位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创投

平台走出来的青年导演杨子、顾晓刚也

向李安提出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上遇到

的困难。面对他们的困惑，李安导演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也一次次鼓励

电影创作者们克服艰难的外部环境，持

续勇敢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与技术手

段。

拥有武侠梦的李安对武侠世界充

满了幻想，他一心向往的是儒侠、美人

的侠义世界。李安打算拍的，是一部富

有人文气息的武侠电影。这个故事的

表层情节包含了通俗武侠叙事最常见

的公式，但其深层情节则折射出这种类

型从未具备的哲学思辨。《卧虎藏龙》无

疑是上电影史上的永恒经典，对于这部

电影的改编，李安强调，“我不想做小说

的翻译。其实我大部分改编的小说，大

概只看一遍，我怕再看下去我会进到那

个小说里面，拍不出好电影，而第一印

象往往非常重要，它什么东西打动到

你，然后你就用电影的方式做你想做的

东西。在我们业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则，就是你可以忠于一个小说，拍一个

烂电影，或者毁掉一个小说，拍一个好

电影。”

近年来，李安的创作思路发生了转

变，路径重心也开始相应位移，这是自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起观众们有目共

睹的。他早期的每一部电影里都包含

了观念的激荡、意识的激辩，东西文化

的矛盾与互渗，传统和现代理念的对峙

与和解。李安在技术创新上的探索也

并非是他在创作上的一次彻底转型，严

格意义上说，李安本就是一位始终致力

于革新的电影创作者。

谈及《少年派》，李安表示，“这是

我第一次拍数码电影，也是第一次接

触到立体的感觉，拍到一半的时候，我

发现很糟糕，因为我知道的东西、我表

达的东西、我可以信任的东西，突然之

间好像瓦解了，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

拍电影。所以，我就开始了新的探索，

进入了新的空间。我现在还是摸着石

头过河，过了 10 年我又拍了两部，后

面还有计划，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

阶段。”

李安导演提到，《少年派》对演员

的要求非常之高，“他的表演方式必须

要更精致、更含蓄，不要那么夸张；他

内心的层次要更丰富，光有一个故事

去表达还不够，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冲

突，都要一层一层表达出来才可以。

除此以外，演员还是在表演，他在无意

识的状态里透露一种捉摸不定的东

西，也会被摄影师捕捉下来，所以对演

员有非常高的要求，而这是一件好

事。我常常希望把不好的东西淘汰

掉，好的东西能够发扬。”

直到定档于2016年10月14日、在

美国纽约AMC林肯广场影院全球首映

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问世，为配

合视听感官上的力度显现，影片大都是

特写镜头。自特写镜头诞生起，便产生

了与今时120帧变革相类的争议。

在谈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

的技术使用所遭遇的质疑时，李安回应

说，“苹果和橘子不能比较，如同 2D影

片和3D影片也无法比较，2D影片大家

已经做得非常好，胶片电影本身也是非

常成熟的艺术。数码和3D技术处在刚

刚起步的阶段，它本身还站不稳，处在

一个婴儿阶段，所以这个东西拿来比较

其实不太一样，也不能说2D的不够用，

需要升级，不能完全这样想，就是不一

样的东西。”

针对如今流媒体对院线电影的冲

击，李安导演表示，“观众不进影院而在

家里看，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你要做

他在家里看不到的东西，只有自己努

力，创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才能真正

让观众走进影院。影院有它的仪式感

和群体感，我相信电影院。”

李安同时认为，此次新冠疫情虽然

对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但电影的

革命性时代也可能会因此而提前到达，

这需要产业内人士共同努力和推动。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第十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在未来影像发展高峰论坛以大银

幕与流媒体平台竞争下的破界融合为

主题，邀请知名电影人进行了深度探

讨，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出谋

划策。

今年1月24日，《囧妈》宣布在网络

上播放的行为被认为是开启了“中国流

媒体电影元年”，打开了视频平台与影

视创作资源深度绑定的切口。对此，影

片导演徐峥表示，自己当初是以创作者

的身份做出的这个决定，没有想去颠覆

放映模式，也没想到激起这么大的反

响，“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特殊状况，

我的原始愿望就是想让观众看到这部

电影，而且是免费观看。”徐峥表示，尽

管互联网会让电影有生态的蔓延和衍

生，但是，去影院看电影依然是独特的

体验。

爱奇艺电影中心总经理宋佳对越

来越多的院线电影直接进入流媒体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这是疫情的

偶然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的结合，流媒体

促使电影发行策略前置，而这也是摸索

的过程，不同的播放平台对于不同的电

影来说是不同的选择，“就像是有时间

的时候可以去餐厅吃饭，但不想出门的

时候也可以叫外卖。”

资深电影人吴鹤沪见证了中国电

影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整个

过程，也对电影行业保持着密切关注。

他表示，“院线电影和流媒体这两者之

间，不能人为地制造长城去隔离，而是

应该建立一条沟通互补的运河，尤其是

5G时代，大电影要主动靠近流媒体，把

电影市场做大，用优秀作品吸引受众，

充分发挥优势，让市场自然分流，让受

众自然选择。”

五元万象影业总裁、制片人姜伟谈

到了流媒体诞生的时代必然性，以及流

媒体和传统电影如何双赢的建议。他

认为，从经济上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个

问题，“相对于以往院线单一的票房回

收方式，科技发展和流媒体为内容制作

者提供了更多的回收渠道，为电影人带

来可持续性发展。”

导演张一白表示，电影人在积极地

拥抱流媒体平台。他同时认为，大银幕

上才能看到表演细节和情节细节的震

撼，“这是大银幕和流媒体的区别，但二

者之间没有竞争，唯一的竞争是时间，

而不是表达。二者最终拼的还是内容，

创作要足够精彩才能让观众坐下来，放

弃‘倍速’观看。”

张一白认为《我和我的祖国》采用

的是短故事集的形式创作，它的火爆，

可以看到人们的观影习惯在发生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倡导短视频的流媒体起

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相对来说，流媒体应该比影院更容

易挖掘黑马，尤其是以小博大的作品，

比如《二十二》、《无名之辈》，那么，哪些

“腰部”或“底部”作品适合流媒体，哪些

更适合影院？吴鹤沪表示，观众是流动

的，在大银幕看电影，就像是在美术馆

看油画，而同样的画作在流媒体上看就

变成了邮票，这是两个不同载体，“大电

影是个体消费的群体共享模式，讲究社

交感、仪式感，流媒体则是自由随意

的。未来电影作品在流媒体制作的话，

可以放低成本，去除不必要的特技和场

面，时间可以缩短。”

徐峥认为，流媒体与大电影来说是

完全不一样的介质，是另一套规律，想

要生产出“爆款”，必须有切实的研究。

他认为，随着流媒体发展，一定会在内

容端产生新的技术，“这种技术不是工

业技术，而是质感技术。未来的 IP 设

计可能就是网影联动，产生叙事的连接

性，以此来吸引观众。” （影子）

六大主体活动亮相郑州

据闫少非介绍，本届电影节将

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河南郑州举

办。电影节主体活动将包括电影

节开幕仪式、电影艺术家下基层、

专题电影展、中国电影论坛、提名

者表彰仪式、百花奖终评及颁奖典

礼暨电影节闭幕式等六项活动。

在电影艺术家下基层活动中，

电影艺术家们将分别走进三门峡

卢氏县、郑州圆方集团、开封兰考

县，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号召。

在专题电影展中，合拍片《我

不是药神》、《白蛇：缘起》，展现黄

河文化的《黄土地》、《黄河绝恋》以

及纪录片《鹭世界》等 13 部精品佳

作将通过合拍电影专题展、黄河文

化电影专题展、纪录电影专题展等

3 个专题和大家见面。

而在中国电影论坛等学术活动

环节，开幕论坛以“全面奔小康 共

筑中国梦”为主题，讲述电影梦想，

致敬广大观众。中国电影产业高

峰 论 坛 ，设 置 了“ 共 构 大 电 影 市

场”、“电影‘院网’协同发展”、“打

造新时代的科幻电影”等单元，围

绕新时代疫情后电影产业升级、发

展献计献策。学术论坛将以“中国

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为主题展开

思想交锋。

5大类27项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黄卿在介绍电影节筹备情况

时表示，本届电影节奖坚持围绕

“突出国家战略、弘扬本土文化、

彰显为民惠民”主题，务实创新推

进各项筹备工作，计划推出 5 大类

27 项系列活动。

其中，为围绕突出国家战略。

电影节期间将举办“电影艺术家下

基层”活动，邀请电影艺术家走进

脱贫攻坚、黄河生态保护一线；将

举办中国电影高峰论坛，探讨疫情

影响形势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围

绕弘扬中原文化，举办“日出嵩山

坳，重聚少林寺”系列群众文化活

动、“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采风

活动、“黄河之恋·大美郑州”光影

岁月图片展、河南和郑州文化元素

纪录片电影专题展等活动。

与 此 同 时 ，围 绕 彰 显 为 民 惠

民，还设置了百花奖大众评委评

选、“我家电影快乐观”周末观影、

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郑州电影

路演、全城露天免费星空放映、百

花之星走出大银幕等活动。期间

还将拿出 1500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

“郑州观影惠民季”活动，运用“郑

好办”客户端购买电影票时可获得

优惠补贴。

101名观众组成终评评选委员会

在发布会上，第 35 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 LOGO，海报等物料发布，并

现场揭晓河南籍青年演员刘昊然

为 第 35 届 大 众 电 影 百 花 奖 形 象

大使。

另据闫少非介绍：按照《大众

电影百花奖章程》规定，入围影片

为在本届评奖周期（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两年度）内，

取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电影片公

映许可证》；在全国院线上映且票

房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国产

影片。本届入围影片共 189 部。

根据章程，中国电影家协会委

托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骨干影

院经理共 100 人组成第 35 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初选委员会，对符合参

评条件的影片进行投票，经组委会

确认，产生本届百花奖 10 部候选影

片。候选片单于 8 月 4 日发布，并

同 时 提 交 全 国 广 大 电 影 观 众 投

票。截至 8 月 25 日，共收到有效选

票 3320 多万份，观众参与度比上一

届提升 159%。发布会上还公布了

第 35 届 大 众 电 影 百 花 奖 的 提 名

名单。

据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

演尹力介绍，在电影节期间，在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内通

过征文比赛、知识竞赛、电视海选

等方式，经组委会兼顾地区、人口、

观影人次、票房等因素后，共有 101
名幸运观众组成了第 35 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终评评选委员会。

这 101 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终评

委员会，将在郑州举行的 2020 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对 10
部候选影片进行深度观摩和充分

讨论，最后，在颁奖典礼当场进行

投票表决，评选出第 35 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各奖项获奖者。

（上接第1版）

■ 影片奖提名名单
（按笔画排序）

《少年的你》

《我不是药神》

《我和我的祖国》

《哪吒之魔童降世》

《流浪地球》

■单项奖提名名单
（以第一署名人姓氏笔画排序）

▶ 最佳编剧提名

于勇敢、陈国辉（《烈火英雄》编剧）

林咏琛、李媛、许伊萌

（《少年的你》编剧）

饺子（《哪吒之魔童降世》编剧）

龚格尔、严东旭、郭帆、叶俊策、杨治

学、吴荑、叶濡畅、沈晶晶

（《流浪地球》编剧）

韩家女、钟伟、文牧野

（《我不是药神》编剧）

▶ 最佳导演提名

陈国辉（《烈火英雄》导演）

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

峥、宁浩、文牧野

（《我和我的祖国》导演）

饺子（《哪吒之魔童降世》导演）

郭帆（《流浪地球》导演）

曾国祥（《少年的你》导演）

▶ 最佳男主角提名

肖央（《误杀》中饰演李维杰）

张译（《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高远）

张涵予（《中国机长》中饰演刘长健）

周润发（《无双》中饰演画家）

黄晓明（《烈火英雄》中饰演江立伟）

▶ 最佳女主角提名

张静初（《无双》中饰演阮文）

周冬雨（《少年的你》中饰演陈念）

章子怡（《攀登者》中饰演徐缨）

惠英红（《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莲姐）

谭卓（《误杀》中饰演阿玉）

▶ 最佳男配角提名

王传君（《我不是药神》中饰演吕受益）

王洛勇（《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安

文彬）

井柏然（《攀登者》中饰演李国梁）

印小天（《烈火英雄》中饰演魏雷）

秦沛（《误杀》中饰演颂恩）

▶ 最佳女配角提名

冯文娟（《无双》中饰演吴秀清）

曲尼次仁（《攀登者》中饰演黑牡丹）

杨紫（《烈火英雄》中饰演王璐）

吴越（《少年的你》中饰演周蕾）

袁泉（《中国机长》中饰演毕男）

▶ 最佳新人提名

文牧野（《我不是药神》导演）

张雅玫（《中国机长》中饰演张秋悦）

张熙然（《误杀》中饰演安安）

易烊千玺（《少年的你》中饰演小北）

韩昊霖 （《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

童年冬冬）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

未来影像发展高峰论坛举办

徐峥：去影院看电影依然是独特的体验

徐峥（右）、姜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