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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本报讯 10 月 19 日，腾讯影业、新丽传媒、

阅文影视在上海展览中心联合举办主题为“合

光·向融”的 2020年度发布会。在腾讯新文创

战略的纵深推进下，三个影视业务主体首次以

一个整体的影视生产体系亮相，成为腾讯和阅

文进一步加码影视业务布局、进一步驱动数字

内容业务耦合以及更体系推动高价值、高品质

数字内容生产的“三驾马车”。

会上，三家公司联席发布了《1921》、《人世

间》、《庆余年》第二季、《赘婿》、《流金岁月》、

《一人之下》等 56个影视项目的最新消息。同

时，由腾讯影业发起，新丽传媒、阅文影视全程

助力的“青年导演培养计划”也正式公布，首批

4位青年导演的作品已进入密集创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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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动漫董事长程武表

示，电影产业，可以说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

业之一，但让很多人都惊叹的是，这个产业复

工后，几乎瞬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V型反弹，不

仅涌现出像《八佰》这样的市场爆款，同时刚过

去的国庆档也创造了历史第二的好成绩，中国

也一举超越北美，成为今年全球最大的电影市

场。而且在疫情期间，无数影视作品，成为人

们度过艰难时光的情感慰藉。程武认为，影视

可能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但一定是人们追

求美好生活的必需品。越是在艰难的时刻，人

们越需要好作品、好内容的陪伴。

而让好的影视作品、好内容不断涌现的关

键到底是什么？程武认为，“滴水藏海，只有搭

建好广阔的内容产业生态，才能让好内容源源

不断生长出来。”因此，从 2011年开始，基于泛

娱乐战略，腾讯在游戏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

搭建起了一个包含文学、动漫、影视、电竞等业

务在内的数字内容业务矩阵，并在许多领域取

得了领先，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

如今，从数字内容业态的完整度，或者说

广度来看，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新基建”已经

基本搭建完成。程武认为，如果想持续打造出

高水准、高价值的文化内容，就需要进一步推

动内容产业链耦合。因此，接下来，腾讯和阅

文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持续加码在影视领

域的投入，通过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

这“三驾马车”，协同推动影视业务和网文、动

漫的耦合，让影视为后续的 IP开发创造更大的

空间与可能性。

作为此次发布会的重磅项目之一的电影

《1921》，同时也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献礼之作。发布会上，监制及导演黄建

新，联合导演郑大圣和演员代表亮相，宣布影

片将于 2021年 7月 1日全国公映，并首次曝光

了主演阵容。

黄建新表示近来总有人问他《1921》有什

么创新？他的回答是“《1921》具有电影的属

性、电影的本质、电影的叙述方式、电影的形

象、动人的语言、深厚的情感，有了这些，这就

是一个好电影”。 郑大圣也透露，影片中会增

添谍战、动作元素，让故事更精彩好看，“同时

和现在的全球化语境有所呼应，相信能引起更

多年轻观众的共鸣。”制片人任宁说，《1921》会

邀请 100名青年演员出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

据悉，影片将由黄轩、袁文康、祖峰、窦骁、

王仁君、张颂文、刘家祎、王俊凯、韩东君、刘昊

然、张超、张云龙、胡先煦等主演。

发布会现场，同时公布了电影《怒火·重

案》、《一人之下》，电视剧《人世间》、《我们的西

南联大》、《庆余年》第二季等影视作品。

发布会现场，由腾讯影业发起，新丽传媒、

阅文影视全程助力的“青年导演培养计划”也

正式公布。“青年导演培养计划”聚焦现实，关

注社会，早在去年就已启动。经过一年的选拔

与孵化，已合作四位导演，他们的项目《扑克》、

《瞧一桥》、《寂然无声》等目前均已进入密集创

制阶段。目前，2020 年第二期“青年导演培养

计划”正在火热招募中。

（林琳）

本报讯 由苑本立执导，巩峥、陶红等

主演的《天道王》，以中国东北猎人加入抗

日联军，与日军展开惨烈战斗为故事主

线，讲述不愿做亡国奴的十二名猎人在抗

联队伍的感召下，举起抗日救国大旗，用

生命全力阻击敌人的故事，充满了爱国主

义正能量。该片已于 10 月 15 日上映。不

同于大部分主旋律电影，影片中没有刻意

突出那些振聋发聩的效果，而是用温情写

悲情，用义气衬悲壮，用平实尽磅礴。在

普遍的精神感召下，每一位平民都是值得

铭记的英雄。

影片中的主创在谈及对影片的感受，

最多的就是“铭记”，小青的扮演者刘楚玄

说道：“小青这个角色是通过小爱展现她对

民族抗日的大爱情怀，这让我联想到抗日

抗联队伍的先辈们，为守卫国土所作出的

贡献，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

年轻人去学习的精神。”

对于该片，业内外人士给予了高度评

价。中央党校出版集团总经理崔宪涛表

示，电影《天道王》讲好东北抗日联军的故

事，歌颂其忠贞报国共赴国难的精神、艰苦

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坚定信念无畏牺牲

的精神，用抗联精神激励新时代人民群众

的爱国主义，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

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天道王》立足当下，用敬畏的精神缅

怀、歌颂先烈，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它用

积极向上的基调歌颂了时代精神，这对弘

扬英雄史诗、教育培养青少年一代传承红

色基因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丽）

近日，四川省宜宾市首建“红色教育”主

题乡镇影院在珙县上罗镇正式运营，有一位

老电影人不辞辛苦乘车6个小时赶赴当地参

加启动仪式，受邀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

刻，他就是“红色教育上罗影院”投建方宜宾

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前任

董事长朱声元。当他参观着标准化的影厅、

坐在融合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多维度主

题空间”活动室时，由衷的感慨道：宜宾农村

电影提质增效发展到如此地步，真是圆了我

当初的梦想啊！

“我来自农村，对农民有情怀，就想为农

民放电影！”说这话的人就是朱声元。

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生在农村、长在

农村，少年时期第一次接触到露天电影就着

迷；七十年代参军入伍，在 13年军旅生涯中

为战士为百姓放映多场电影；转业后进入原

宜宾地区电影公司，先后担任副经理、经理；

千禧年，整个电影行业走向低谷时，朱声元

带领队伍深入农村开展“坝坝电影”；2008
年，根据国家政策新组建宜宾市映三江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他担任公司两届董

事长，把农村电影以崭新形式开展下去。

梦起：从电影爱好者到电影放映员

朱声元生长在原宜宾县白花镇，距宜宾

市区五十多公里，年少时镇上有一个简陋的

乡镇电影院，有时为了看电影，宁愿冒着大

雨、踩着泥泞路去镇上。自那时起，朱声元

便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感觉电影很稀

奇，是最好的东西”。

1974年，朱声元参军入伍在内蒙古赤峰

市林西县，次年被挑选为部队放映员。“我读

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喜欢写美术字，部

队领导就把我挑选去放映电影。记得当年

唐山大地震后第二天晚上，我就为战士们连

续放映了4部露天电影。”朱声元不仅在部队

为战士们放电影，而且还经常到邻近的巴林

右旗、巴林左旗草原为战士和牧民放电影，

“每年去草原上放电影时，战士们坐一边，老

百姓坐另一边”。部队打坑道施工时，就去

坑道里为战友们放电影；部队搞野营拉练

时，有时还要跟随到驻扎营地放映。

梦的实现：艰难坚守，为农民放电影

基于在部队从事电影放映经历，1987年，

朱声元转业到原宜宾地区电影公司，一开始

从事宣传、酒都影讯、编辑、影评等工作，获得

电影行业“四川省优秀编辑”、“四川省优秀报

刊”嘉奖；之后担任过2年科技副乡长为农民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1994年任电影公司党支

部副书记、副经理；2000年任公司总经理。

1998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朱声

元到省里参加电影工作会后决定把队伍带

到农村去放映“坝坝电影”，而不是坐在城里

等“上门客”。一方面是因为 20世纪末整个

电影行业受到市场经济冲击走向低谷，要想

保住电影、保住电影人就不能坐以待毙；另

一方面是因为朱声元一直都有一个为农民

放电影的梦，正如他所说：“我们完全可以在

城里放电影，不搞农村电影。但我出身农

村，当过农民，栽过秧，打过谷子，对农民很

有感情。我知道农民看电影太难太难了。”

朱声元带领公司人员组成两拨流动电影队，

分赴到各区县乡镇放映“坝坝电影”，艰难的

坚守着农村流动电影放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方方面

面都在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精

神文化需求也随之提高。朱声元一直心系

农村，情系农民，毅然决然地坚持开展农村

电影放映工作，为当地农民放映了大量的科

教片，直观形象地普及科技知识，包括种植

技术、养殖技术等，“农民想得到知识很难，

渠道不多，而电影是既生动形象又直观的形

式”。就这样，朱声元实践着让电影成为农

民获得知识的一条途径。

梦的绽放：不忘初心，农村电影常态化

按照上级要求组建农村电影院线精神，

2007年底，朱声元受组织委托具体牵头筹建

当地农村电影院线，经过组织、发动、筹资、

报批、筹备等多个程序，于 2008年正式组建

成立了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农村公益电影终于制度化在宜宾落

地生根，也让更多人参与到农村电影事业

中。

朱声元作为映三江院线首任董事长，完

成了宜宾全市各区县电影放映管理站的设

立，组建起数字电影放映队100多支，各村都

有放映点，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电影，实

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电影提出的“一村

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任务。这正是朱

声元最希望看到的画面，他由衷地感慨道：

“放映电影是文化工作，提高农民精神文化

享受，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让农村电影发

展得更好。”

当问到组建映三江院线面临各种困难

甚至是阻力时，是什么支撑着他走下去？他

说：“是因为以前经常送电影到农村，知晓农

民群众对电影的渴望，是心中坚持要为农民

放电影的信念。”

梦的延续：依然关注农村电影

从部队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一干就

是40年的朱声元，退休后依然关心国家农村

电影政策，随时关注全国各地农村电影动

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群众对电影需求，经

常与映三江院线团队交流探讨农村电影持

续发展路子。他希望宜宾的农村电影继续

主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发挥电影在引

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作用。

正所谓“人离开岗位，心还在电影行

业”。这就是朱声元作为一位老电影人的农

村电影情怀。

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组成“三驾马车”

《1921》等50余部影视项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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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电影人的农村电影情怀

“影视可能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但一

定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必需品。越是在艰

难的时刻，人们越需要好作品、好内容的陪

伴。”

从 2011 年开始，在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

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腾讯

动漫董事长程武的推动下，腾讯逐渐搭建起了

一个包含文学、动漫、影视、电竞等业务在内的

数字内容业务矩阵，从“泛娱乐”到“新文创”的

不断升级，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带动

了行业的发展浪潮。

在程武看来，目前，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

“新基建”已基本搭建完成，但要想持续打造出

更多高水准、高价值的文化内容，还需完成“从

好内容，到内容产业，再到内容产业链耦合”的

三级跳。

他表示，未来腾讯和阅文都将以更大的决

心和力度，持续加码在影视领域的投入，并将

通过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这“三驾马

车”，充分凝聚行业力量，与更多专业人才和生

态伙伴开放协作，共同推动影视业务和网文、

动漫的深度耦合，真正打造出更多“丰富生活、

温暖人心、感动人性”的好故事、好内容。

不孤立做影视，要集团化作战

《中国电影报》：今年，腾讯集团与阅文集

团进一步整合旗下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

影视形成“三驾马车”。这些合作最终的目的

是什么？腾讯影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程武：今年 4 月，我同时兼任阅文集团首

席执行官，因此未来能够将腾讯影业、新丽传

媒和阅文影视更好地做联动、融合。我希望

未来不是单兵作战，而是让每家公司产生出

更大的合力，迸发出更大的创作可能性。今

后，腾讯影业也会更紧密地和其他文化影视

公司合作。

阅文的 IP资源非常丰富，目前有1340万部

作品，其中头部作品也很多，有不少值得影视

化的作品。新丽传媒是国内优秀的影视制作

公司，在制片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腾讯影业是

个年轻的公司，过去几年中腾讯影业一直在学

习。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主控一些影视

项目，并在新丽传媒和阅文影视之间架起桥

梁，为项目在宣发渠道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

今后，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将形

成集团化作战的模式，将各自优势发挥出来。

另一方面，腾讯影业和新丽传媒每年的开发、

制作能力毕竟有限，我们同时会以开放的心

态，把阅文的优秀 IP和业内其他影视公司进行

合作。

《中国电影报》：三家的合作融合将具有怎

样的优势？

程武：日常生活中，无论人们买一个包，还

是买一块表，这些产品最大的特点都是标准

化，工业化生产让他们具有品质的稳定性，几

乎不会出现残次品，当然也不会给消费者带来

惊喜。但文化创意产业与商品的稳定性要求

不同，影视、文学、动漫、游戏等本质是创新，和

创新最相关的是较高的失败率。新东西要的

是打破舒适区、走到无人区，因此失败的几率

会远大于成功的几率。这就是创意产业的本

质。

作为普通观众，我们都希望看新故事，看

到能给我们新体验的作品，这是人们的精神追

求。因此，此次三家公司融合之后，在能够提

高作品品质的同时，也相对降低了各自的风

险。三家公司能够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共同不

断挑战影视产业的“天花板”。

多年来，腾讯一直在做“泛娱乐”，从最早

的 QQ，到后来的腾讯动漫、腾讯文学、腾讯游

戏、腾讯影业等，如今国内已经完成了数字内

容产业“新基建”的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就是如

何融合在一起的问题。

本着“长期主义”开发IP

《中国电影报》：从2018年起，腾讯便开始

了从“以作品为核心”到以“IP 为核心”的观念

转变。近两年也成功打造出了不少优秀的 IP

作品。其实在多年前，IP的概念就已经在国内

影视行业内被熟知甚至热炒。IP 概念也经历

了从无到有，再到被热炒、各大公司“跑马圈

地”，最后IP走下神坛的过程。在您如何理解

IP？ 如何更好地开发IP？

程武：腾讯影业一直认为，IP不是知名度、

不是用来炒作的工具，IP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人

类情感和共鸣的承载体。创作者只有用敬畏

心维护好 IP，才能把它的价值发扬光大。

在多年前，国内电影行业中有一阵 IP 热，

那时候由于部分从业者对于 IP 的理解不够深

入，会有一些炒 IP 概念、赚快钱的现象出现。

在我看来，开发 IP项目要本着“长期主义”，这

样才有可能把好 IP 的价值真正体现出来。尊

重 IP实际上就是尊重用户的情感、尊重用户的

相信、尊重用户的爱。

在开发上，去年腾讯影业成功地把《庆余

年》影视化。在今后的 IP项目开发中，我们希

望不仅仅看到《庆余年》的第二季、第三季，还

可以看到《庆余年》的游戏上线，以及更多相关

的衍生品的出现。也就是说，我理想中的 IP开

发，不仅仅是制作出更多的“庆余年们”，更希

望挖掘出每个优秀 IP的深度价值。

《中国电影报》：作为公司的掌舵人，如何

平衡项目、IP开发的长期目标和公司业绩要求

的中短期目标？

程武：优秀的项目经常需要三五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去打磨，开发优秀 IP要本着“长期

主义”，但一到企业方面，人们却又经常问“明

年的业绩会如何？”

所以我们确实要解决一些中短期的问题，

但 IP 的核心价值还是在于长线开发所体现出

来的价值。长线开发就意味着需要长时间、大

投入，但是它带给人的冲击、感动和体验是绝

大多数碎片化内容比不上的，所以我觉得这需

要多一点的时间和耐心。

电影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必需品

《中国电影报》：腾讯影业进入电影行业也

有5年时间，这5年中您对电影、对中国电影产

业的理解有何变化？

程武：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再次意识到影视

可能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但它是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必需品。这也正因如此，更加坚定

了我们对内容产业，包括对影视产业投入的决

心。对待创作时，我们要尊重创作规律，不能

急于求成，不能拔苗助长。对待电影产业，我

们要有更宏观的视野，同时学习和借鉴国际上

先进的模式，打造更好的体系和生态。

此外，任何一个行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

业、影视行业说到底是人才的产业，每一个感

动人心的故事都是来自于主创。人才的培养

其实比创作作品的时间更长。可以说，创作作

品要有耐心，开发 IP要有恒心，而培养人才要

有更大的耐心和决心。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寻

觅和培养出更多强热爱内容，愿意在内容行业

里面深耕细作、扎根创作的人才。

《中国电影报》：近年来，腾讯影业相继推

出时代旋律、东方故事等文化产品系列。与此

同时，近年来主旋律影片和商业的结合也进一

步升级，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在主旋律影片

的创作上，您有什么心得？

程武：腾讯的三个支柱是科技、文化和责

任。腾讯影业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影视这种最

具冲击力表现形式记录时代，去鼓舞当下的每

个人，尤其是年轻人。

主旋律作品可以表现个人的美好生活；可

以表现每一个小家庭和大家庭为生活做出的

努力；更可以表现社会的进步、中华儿女为国

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做出的贡献。

主旋律作品反映的是老百姓追求幸福生

活的过程，也反映的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

社会进步，但这些都是通过个人和重要事件来

实现的，当我们通过影视作品把个体奋斗和时

代背景结合起来，加上影视行业的规律和主创

的理解和热爱，就可以打造出优秀的主旋律作

品。

《1921》也是我们接下来打造的主旋律项

目，《1921》不仅仅是表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更反映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年轻人，舍小家为民族的牺牲精神。

专访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

以“长期主义”创作反映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作品
■文/叶润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