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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国际电影

节·第 27 届大学生电影节国际电影

学术论坛“坚守与开拓：新时代中国

电影的新征程”论坛在京举办。论

坛切实关注时代背景下青年影人的

成长历程、创作现状与未来发展。

论坛邀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年电

影创作者，围绕“类型探索”与“艺术

表达”两大议题，分享青年影人的创

作经验、艺术特点与文化思考，在青

春对谈、思想碰撞中展望中国电影

的新征程。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党委书记、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7 届

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委

员路春艳在致辞中谈到，新时代中

国电影涌现出众多优秀青年电影人

才和青春银幕形象，中国电影对新

锐力量的关注产生了青年影人与大

学生之间的独特对话场域，将促进

以青年影人为对象的学术研究。

主题沙龙第一单元围绕“类型

探索”进行。青年导演、编剧董润年

认为，“类型”是商业电影发展多年

来与观众形成的契约和心理链接，

通过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内在格式进

行艺术表达，进而唤起观众情绪，其

创作“命门”在于对观众的接收心理

进行研究和规律总结。

在青年导演王冉看来，如今的

类型趋向多元化，边界日渐模糊，单

一类型中可能容纳了多种元素。青

年导演、编剧李霄峰和青年演员李

治廷对类型电影的发展态势表示看

好，“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观众胃

口又很大的时代。对于创作者来说

是很好的事情。”

对此，董润年认为，目前电影市

场类型分布不够均衡、类型不够多

样，存在针对头部热门题材的跟风

现象。电影技术的更新和升级拓展

了艺术创作的维度，为中国电影的

工业化提升创造了更多可能。

主题沙龙第二单元聚焦于“艺

术表达”议题。青年导演、编剧韩杰

认为，艺术电影在内涵上具有作者

性和探索性，外在上则使用了不同

于类型片形式的新的结构方法。

对青年导演、编剧白雪而言，电

影是与观众交流感受的途径和工

具，导演、创作者在选择题材时已经

有了较明确的倾向性。她习惯“用

眼睛拍摄纪录片”，在现实生活中挖

掘真实的动人瞬间，并在电影中进

行艺术化呈现。

日本青年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习

惯根据创作内容选择与之相契合的

表达方式，纪录片、科幻片、动作片

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生活，故而不会

考虑题材的限制。在青年导演、编

剧鹏飞看来，创作的核心在于对问

题的呈现、对思想的传达和对观众

的启发，艺术片、商业片、类型片并

无分别，也不需要平衡。青年导演、

编剧霍猛则认为，电影的丰富首先

是关注视点的丰富，对不同群体的

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达成认同会让

创作者、观众的眼光和情感世界更

加宽阔。

青年创作者们在论坛中分享经

历、碰撞观点，就中国电影在新时代

的发展趋势、文化意义、价值体现与

创作特色等方面进行交流和讨论，

以新生代艺术创作者的视角展望中

国电影的未来，展现出青年电影作

者的新锐思想和青春风采。（影子）

本报讯 近日，CWF 华语国际编剧

节 2020 首场活动——“人工智能遇见

影视编剧”华语编剧产业推动论坛在

京举办。

当下两大热映影视作品《八佰》、

《白色月光》的编剧受邀参加活动。

电影《八佰》的编剧之一胡坤，同时也

是网络剧《隐秘的角落》的剧本策划，

他在现场对编剧产业化如何健康发

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担任热门都

市情感悬疑剧《白色月光》编剧之一

的王安安，也谈到了对编剧产业化之

路的建议，他们认为，CWF 华语国际

编剧节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希望

有更多的行业人员借着这样的活动

发生更多的对话，让同行之间有更多

的交流。

在过去的几年中，CWF 华语国际

编剧节立足行业前沿，为推进编剧产

业化进程而努力。因此，本次论坛汇

聚多方力量，剖析最新视角，聚焦人

工智能对影视编剧行业的影响，探讨

编剧行业的变革与机遇。

CWF 华语国际编剧节组委会秘

书长、名赫集团副总裁杨丽君表示：

在过去的许多活动中，我们收获了行

业内外人士的支持，也获得了一些成

绩。就如，在第二届评选中，与阿里

影业投资的海马轻帆人工智能合作，

用大数据技术的思维模式，为编剧创

作开拓新思路，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的力量，从近千本征集剧本中选拔

出一部喜剧题材和一部现实题材优

秀作品，目前已经进入开发筹备阶

段。带着对未来趋势的疑问和思考，

CWF 华语国际编剧节也将开启品牌

转型之路，融合产业集群，赋能编剧

产业，让故事驱动更多产业。

在谈到 AI 与编剧产业的关系时，

海马轻帆创始人、CEO 刘笑逸说：“未

来，AI 与编剧一定是相互融合的，海

马轻帆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积累了大

量的剧本数据与业务数据，利用产研

结合的优势直接将 AI 用于自身及影

视制作产业链上。同时，我们也是全

国最早启用 NLP 技术，对叙事性文学

作品进行研发的公司。加以十几年

积累的编剧行业的丰富经验，所以这

是一个天然的跨界结合改变行业固

态的技术创新。”

（姬政鹏）

本报讯 日前，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 27 届大学生电影节国际电影学术

论坛“合作与创新：国际影视教育的

新格局”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7 届大学生

电影节组委会主任李晓兵在致辞中

表示，面对疫情冲击和新时代、新政

策、新技术带来的广阔发展空间，影

视教育应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

学术前沿，助推中国向影视教育强

国迈进。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

台长、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副秘书长李小明认为，影视教育

将为电影强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

专业人才和大规模高品位观众。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党委书记、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7 届

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委

员路春艳则强调，要在全球化新语

境下探索出符合教育规律、适应新

形势、满足新需求的中国特色影视

教育之路。

论坛第一单元围绕“国际影视教

育与学科建设”议题展开。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

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始人

黄会林阐释了高校影视教育未来发

展的“知”与“行”两个面向，强调构建

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设立形态丰

富的实践活动缺一不可。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胡智锋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戏

剧与影视学科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

新挑战，就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给出建议，并提出

了注重人文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

新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教授、教育部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周星将国家教育

质量唯先、新文科教育的核心综合

性拓展、从学科到专业到课程的综

合铺展机制概括为点、线、面景观。

教育部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

院长尹鸿则表示，影视教育需面对人

才培养出现的供求失衡和同质化现

象，在新文科背景下进行改革。

论坛第二单元聚焦于“国际影

视教育与人才培养”议题。美国南

加州大学电影学院院长伊丽莎白·
戴利倡导在跨学科合作中培养学生

的艺术使命感，引导学生创造并呈

现出新的媒介形式。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长

江学者李道新将跨学科语境下的电

影教学模式归纳为“电影+N 四种可

能”，指出培养电影人才应当素质、

专业、学术三线并进。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电影学

院院长赫曼·范·艾肯认为，新技术

革命和 5G 移动技术带来了新的可

能性，构建新的叙事体系、弥补行业

与飞速发展的技术之间的知识鸿沟

势在必行。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副院长王宜文表示，北京师范大学

影视教育的成长与国家发展、社会

与行业需求密切相关，大影节曾实

质性地参与并推进了中国电影发

展，未来将在更大的国际化空间里

助力中国影视教育事业。

英国约克大学戏剧影视与交互

媒体系主任邓肯·皮特里认为，影视

创意产业正在转型、复兴，全球影视

学院应重视行业和社会内的平等、

多样性、包容性，齐心协力实现教育

理想。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副院长张宗伟对“双一流”背景下、

“互联网+”语境下的中国高等影视

教育进行了介绍，并表示高校应采

取新举措主动转型升级，为新时代

中国高等影视教育添砖加瓦。

（姬政鹏）

本报讯 作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大师班的收官活动，关锦鹏导演以“香

港电影：传统继承与发展超越”为题进

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线上讲座和现

场对谈。

从关锦鹏的导演作品序列中我们

不难发现，他的电影里鲜有汇民族苦难

于一身、肩扛国恨家仇的烈性女子，而

多是一个个执念信仰着爱情却痴心错

付，决然断情的失意女子。在谈及自己

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关锦鹏总结道：

“我并不是说我拍一个女性角色就是满

满地只装载着女性的感受去拍。我甚

至可以有些时候从男性的观点跳出来，

很客观地对待我自己戏里面女性的角

色，这种矛盾很有趣。其实甚至不愿意

被人标签说‘关锦鹏就会拍女人戏’，但

我的确享受面对我的电影里面女性角

色的这种矛盾和复杂性。”

在关锦鹏的新片《八个女人一台

戏》中，男性角色被一进步弱化，取而代

之的是更多元的女性形象。作为唯一

一部入选 2018 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大

师单元”的电影长片，它同样向观众传

达了丰富的女性情感体验。

影片制片人熊英则表示，“《八个女

人一台戏》对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

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我非常幸运有机会

能够和关导合作。对这部电影而言，我

没有更多去考量、去测算它在市场到底

能给我挣多少个亿或者怎么样，更多考

量的可能是，这必定是部非常好看的电

影。”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锦鹏导演越来

越多地开始以制片和监制的身份进入

电影产业，关于自己的身份转换，关锦

鹏表示，“年轻导演需要一个有拍过电

影的、经验也不少的导演，来跟他们分

享一些东西。我当监制和制片的电影，

基本上那些导演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帮

助他们的经验让我觉得我没有离开电

影。”

近年来，关锦鹏监制了十余部影

片，其中包括赵薇执导的处女作《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程孝泽导演的第

一部长片《渺渺》。他担任监制的原因

有对于新人导演的保驾护航，也有对于

好友的助阵支持。在这些关锦鹏监制

作品的序列里，爱情依然是常见的主

题。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不论是作

为导演还是监制的关锦鹏，至情至性的

他所中意的是对于人类情感至深至爱

的影像表达。

最后，关锦鹏导演也对华语影坛冉

冉升起的新星创作者们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说，“最近我看到几部非常棒的

作品，比如《嘉年华》、《牛皮》、《柔情

史》、《过春天》，我看到的这些年轻导演

的作品，给我冲击很大。他们要争取到

自己拍第一部电影的机会不容易，所以

她们是用自己的作品面对自己最真切

的故事，甚至很单纯从自己出发，自身

对人物的感知都显得特别独到。”

（影子）

“坚守与开拓：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新征程”主题论坛举办

技术升级拓展了艺术创作的维度

北影节·CWF华语编剧产业推动论坛举办

把“人工+智能”变为好故事

国际电影学术论坛聚焦国际影视教育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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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爱奇艺影业于第 10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现场发布了 2020-2021年爱

奇艺原创电影院线新片片单。爱奇艺

影业总裁亚宁出席论坛并分享了爱奇

艺原创电影在院线电影领域的开发理

念和内容布局，已发布片单中包含已完

成和积极推进中的电影作品，涵盖了动

作、犯罪、悬疑、青春等多元化的商业类

型，不难看出爱奇艺影业深耕类型化布

局并通过多部现实题材作品关注社会

议题、传播时代正能量。

具备高国民度的《中国乒乓》由张

冀担任剧本顾问，是爱奇艺影业携手恒

业影业共同打造的体育题材作品，展现

了国球运动员热血拼搏、永不言败的家

国情怀。同样立足真实事件或时代背

景，讲述和刻画中国精神的作品还有

《绝地追击》、《你好，英雄》和《边缘行

者》。

今年开机的首部爱奇艺原创电影，

由王千源、王景春、齐溪等实力派主演、

陈卓执导的东野圭吾作品同名电影《彷

徨之刃》已于近期杀青，影片以尖锐视

角突破性地直面社会议题，通过大银幕

探讨青少年犯罪问题，期待带给公众更

多思考与启迪。以全国扫黑除恶行动

为题材的影视化作品《扫黑·两面人》已

于近日开机，影片由黄志明监制，吕聿

来执导，集结了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李倩、赵毅、焦刚等一众演技派演员，直

击百姓关注的暴力拆迁等社会敏感话

题，表达出国家与政府对危害百姓及社

会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此外，由钱人

豪执导、王阳明、郑人硕主演的怪兽动

作片《怒海狂蛛》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叶伟民执导的《看不见的客人》（中国

版）、中国年轻艺术家黄然编剧及执导

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犯罪悬疑片《未及之

地》，以及面向青年观众群体的青春类

型片《门萨的学徒》也将陆续启动。

与此同时，片单中也不乏以温暖现

实主义彰显人性力量和人文情怀的作

品。计划年内上映的《再见吧！少年》

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治愈之作；

由徐昂执导、叶如芬监制的《忠犬八公》

（中国版）将大众耳熟能详的催泪故事

创新性地融合进中式情感内核，旨在引

发本土观众的情感共鸣；而电影版《乐

队的夏天》则是一次影综联动的创新尝

试。以上作品不仅展现了蕴藏在平凡

生活中的真挚感动，也凸显出爱奇艺原

创电影在内容表达上的多元探索。

本次发布的爱奇艺原创电影作品

将集中在 2020-2021年与观众见面，同

时未来爱奇艺原创电影厂牌下将保持

年产五部及以上院线电影的体量，保证

充足的影片储备，覆盖未来全年主流档

期。据悉，为了从源头把控项目品质，

爱奇艺原创电影建立了系统化的项目

筛选机制，力求为观众提供经得起市场

和口碑检验的精品佳作。在过去的一

年，截至 6 月，累计收到 1486 个院线电

影项目的申请，其中 343部作品进入初

评阶段，73 部作品提报内部绿灯会评

审，最终仅 13部作品进入立项开发，整

体入选通过率不足1%。 （李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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