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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适逢北京电影学院 70 周

年校庆之际，“电影工业化研究”系列

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日前在北京电影

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正式启

动。首批揭牌的三家联合实验室为电

影工业化实验室、电影智慧放映实验

室、影像传输实验室。揭牌仪式由北

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未来影像高精尖

创新中心首席产业研究员俞剑红主

持；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胡

智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产业发

展研究院院长侯光明，凤凰云祥（北

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大年，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韩晓黎，

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北京电影

学院科研处处长、未来影像高精尖创

新中心总体研究部主任刘军，北京电

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未来影像高精

尖创新中心首席艺术研究员王海洲，

凤凰卫视 CTO、北京凤凰飞鱼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CEO 王宏波，中国电影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民杰，中影

环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

飞，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高新技

术研究部主任刘达，著名制片人龚格

尔等参加揭牌仪式，并为首批联合实

验室研究员颁发聘书。

据介绍，“电影工业化研究”系列

实验室通过联合国家相关管理部门、

顶尖科研机构、权威行业协会、行业领

军企业及产业一线人才，融合学院教

育和行业发展需求，在前沿影像技术、

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标准研究，以及

电影艺术创作中，不断赋能高品质研

究成果的推出与转化，并将前沿科研

成果反哺于学院教学，旨在夯实“产、

学、研、用”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为推动

中国电影工业化不断做出努力。

胡智锋在揭牌仪式致辞中表示，

此次首批联合实验室将对标世界先进

电影工业体系并结合国内电影市场的

发展现状，分别在制作、发行、放映领

域，梳理出一套适合我国特色的电影

工业标准，“淬炼内功、发展壮大中国

电影工业水平、加速缩小与世界电影

强国之间的差距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使

命和责任！”

随后，三家联合实验室负责人林

民杰、王宏波、郭帆分别上台致辞，详

细阐述了各个实验室成立的初衷、研

究方向以及未来的研究目标。电影智

慧放映实验室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

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及中影环球（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为电影标准

化、智能化放映提供研究支撑。林民

杰表示：“电影智慧放映室具备从科研

到开发，从孵化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可

以系统地把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

商业应用，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将大大

充实中国电影工业化标准体系，为中

国电影迈向发行放映信息一体化发展

奠定技术基础。形成持续的电影科技

竞争力，不断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

展。”

影像传输实验室由北京电影学院

和北京凤凰飞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

同成立。该实验室以“5G传输技术为

基础”同时进行AI、区块链、边缘计算

等新技术在电影行业的应用场景开发

的尝试，实现高新技术与产业对接，共

同建设电影实践工作坊、创新实习基

地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该实验室的

首个课题“基于互联网 P2P 技术的电

影分发传输平台的设计和研究”已经

完成，截止到2020年 9 月底，这一课题

孵化的成果已经与 24 家院线和影管

公司、4825 家影院进行了合作签约，现

阶段有 900 多家影院通过这套分发传

输系统进行片源的传输。此外，作为

播映与分发模式的创新，实验室正在

研究搭建分众发行平台，将复映片、直

播、演出、赛事、游戏等新内容进行传

输，为市场提供多样化的节目内容，满

足差异化需求。同时帮助业界实现分

区、分线、分片、分时影片发行，开拓更

大的市场空间。

电影工业化实验室由北京电影学

院联合郭帆导演工作室共同成立。该

实验室结合电影项目一线的摄制经

验，梳理出电影制作的核心工作流程、

岗位分工及相关制片管理标准。此

外，该实验室还将积极探索前沿性的

电影工业制作模式及管理理念。“做这

件事的初心是因为‘解惑’，拍完《流浪

地球》后我们做了剧组各个部门的复

盘，发现了很多系统性的问题。之所

以说是系统性的，是因为这和我们电

影制作的工业化水平有关。所以在学

校的支持下，我们成立这个联合实验

室来梳理中国电影的制作系统，同时

吸取各个行业的先进技术来完成制作

端的创新。用工业化来管理电影制作

流程这需要我们传统观念的改变和不

断去探索新的制作实践。”谈及工业化

实验室建立的初衷郭帆导演如是说。

据悉，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

精尖创新中心产业方向自 2018 年确

立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的研究目

标后，联合相应的科研机构、行业协

会、领军企业，以及产业的精英形成了

一套覆盖电影全产业链的协同研究机

制，深入探索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路

径。在首批成立了三家联合实验室之

后，中心还将继续布局电影产业及艺

术生态，持续研究未来电影工业化的

发展与变革。 （木夕） 本报讯 近日，由万玛才旦编剧、

导演，索朗旺姆、金巴、杨秀措领衔主

演的电影《气球》发布上映预告及定档

海报，宣布将于11月20日全国上映。

电影《气球》是万玛才旦电影作品

中少有的以女性、家庭为主视角的现

实主义口碑力作，呈现藏地人家面临

信仰与世俗选择困境时的挣扎与冲

突，故事相比以往作品更加通俗易懂、

节奏简洁明快、风格兼具现实与唯美

梦幻，曾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荣获

众多奖项及重要提名，众多影迷和观

众期待已久。

电影《气球》由《塔洛》、《撞死了一

只羊》原班人马制作，讲述了 20 世纪

90年代，达杰一家卷入了一系列尴尬

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当中。

电影中探讨的生育权及女性意识

懵懂觉醒，以及传统信仰与内心真实

欲望的对抗和冲突，更是令众多观众

感同身受。同时在创作风格上，区别

于《撞死了一只羊》的奇幻色彩，以及

《塔洛》的黑白风格，电影《气球》重新

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影子）

本报讯 将于 10 月 23 日全国上

映的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近日

发布角色歌《我是你的女王》MV，

张碧晨配唱嫦娥“仙气十足”。

电影《飞奔去月球》讲述了一

个小女孩自赴月球见嫦娥的故事，

并在月球经历了一段意想不到的

冒险之旅。此次公开的 MV 中嫦娥

造型丰富，搭配张碧晨的高音声声

入耳，带给观众画面与声音的双重

享 受 。 嫦 娥 角 色 歌《我 是 你 的 女

王》兼具女性的霸气与对爱人的思

念，通过张碧晨的配唱将这两种情

绪融合表达。 MV 中，张碧晨以清

唱开场，一句“我是你的女王”带领

观众一同感受嫦娥的非凡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嫦娥的服装由

服装设计师郭培设计完成，她曾多

次为章子怡、蕾哈娜等国际巨星设

计礼服。《飞奔去月球》是郭培第一

次和动画领域合作。

影片由东方梦工厂及 Netflix 出

品，CMC Inc. 华人文化集团公司与

华人影业联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赵天宇执导，徐帆、张

婧仪领衔主演的电影《关于我妈的一

切》10月15日在北京开机。

片中，演员徐帆将饰演母亲，张婧

仪将饰演女儿，两位演员将携手演绎

这部真实反映了“中国式母亲”的话题

影片。《关于母亲的一切》围绕一位普

通母亲的生活展开故事，即将迎来退

休生活的季佩珍是一个永远在为家付

出的妈妈，对她关注越来越少的丈夫、

长大后跟她越来越疏远的女儿、患了

老年痴呆的婆婆……家人们似乎习惯

了她的付出并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这个家不再平静。

开机仪式上，徐帆现场深情讲述

接拍这部影片的原因：“自己在生活

中同时作为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身份，

对剧情的代入感更加强烈，只有跳脱

出生活中的角色才能更好地审视自

己的生活，希望通过这次工作和自己

对话，同时也想向母亲说一句抱歉。”

谈及与张婧仪的合作，徐帆表示：“看

到这个小姑娘就觉得心里软软的。”

二人共同揭镜时的互动举止亲密，俨

然如一对亦亲亦友的母女，让人更加

期待两人此次的合作将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

（花花）

本报讯 近日，首届 5G 产业发展

峰会在京发布，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

管委会主任陈建瑜参加活动并致辞。

他表示，当前，5G 时代已经向我们走

来，并正在对诸多产业产生革命性创

新，影视产业是受影响最大、最深远的

领域之一。

据悉，定于11月15日在象山影视

城举办的“5G+影视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将邀请近 200 位来自相关领域的

嘉宾参加，共同探讨推进5G技术创新

与影视产业有效衔接。此次论坛还包

括“象山影视城 5G+影视制作示范基

地”揭牌仪式、象山影视城与多家科技

企业签约仪式、5G新技术发布及资本

对接、论坛对话等多项活动。

象山影视城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

山星光影视小镇，为中国头部影视基

地之一，拥有摄影棚 35 万平方米，包

括全国首个高科技数字摄影棚、全亚

洲最标准的水下特效摄影棚及目前为

止世界最大的一万平米摄影棚，同时

正在打造国内首个专业LED摄影棚，

摄影棚拥有量位居全国影视基地第

一；历年来象山影视城累计接待剧组

1300余家，日拍摄剧组达15-20家，稳

居国内影视基地第二位。

陈建瑜表示，伴随5G通信技术的

推广，影视产业迎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象山影视城也将以5G改革为契机，积

极迎接变革，主动出击，力促传统的影

视基地转型升级，全面构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影视摄制工业化生产体系。

（影子）

本报讯 从“零流量加持”的小范

围地区点映开始，到收获超过 2200万

元的优异票房成绩，电影《秀美人生》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昂然主旋律

光辉，始终以一种矫健平稳的步伐在

各类商业大片的环伺下稳步前进。

近日，影片再次发布多张全新剧

照，郎月婷饰演的黄文秀现身多个扶贫

场景，时而与被贫困户一起深究脱贫之

道，时而与被帮扶者一道越过难关，奔

赴胜利，青春灵动的身影与乐观暖心的

笑容带给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秀美人生》以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派驻乐业县百坭村的第一书记黄

文秀为原型，记录了她在大学毕业后，

放弃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

乡参与建设，并在扶贫攻坚战中全情

投入、奉献自我的感人事迹。

日前，为持续宣扬这股“文秀精

神”，影片一口气发布多张全新剧照，

由郎月婷扮演的黄文秀现身多个扶贫

场景之中，时而与农林专家一起考察

百坭村橘林，为制定产业脱贫政策问

道求解，时而与被帮扶者一起研究土

壤质地，深思熟虑地为对方思考出一

条因“地”制宜的脱贫之道。 （影子）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工业化研究”
系列联合实验室揭牌

累计票房超过2200万元

《秀美人生》发布新剧照
《关于我妈的一切》开机

徐帆诠释“中国式母亲”

“5G+影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将于11月15日举行

万玛才旦新作《气球》11月20日上映

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10月23日上映

嘉宾为系列联合实验室揭牌

本报讯 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馆

匈牙利电影展已于 10 月 20 日揭幕。

本次展映精选了《一天》、《匈牙利狂想

曲》、《金克森姆》、《小小港湾》和《逃离

循环》等五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匈牙

利独立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丰富，从

各个角度展现出匈牙利电影对社会现

实的巧思、对形式结构的新意和独到

的诗性美学，继承了老一辈匈牙利电

影人和电影理论家的传统和积淀。

《一天》以独特的戏剧性视角展现

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困境。《匈牙

利狂想曲》通过聚焦一个家庭的变迁，

反映出匈牙利几乎整个 20 世纪的历

史进程。《金克森姆》以一匹马作为个

体向命运抗争的象征，是混杂了传记

形式和革命情怀的热血之作。《小小港

湾》以一种不常见的视角，描绘了孩子

们在奇幻世界与残酷现实中寻求坚固

的生命之舟的冒险故事。《逃离循环》

是一部迷人的超现实主义类型片，表

达了人性因贪婪而迷失，而后进行自

我拯救的过程。

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匈牙利

电影展是由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演

艺集团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

任公司、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承办，

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

承星影业、影和广告协办，今年还将陆

续推出保加利亚、波兰等 4 个国家电

影展。影迷朋友可通过关注“中国电

影博物馆”、“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

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更多的活动资

讯、排片信息等内容，展映期间可在猫

眼、淘票票、大眼睛票务平台在线选座

购票。 （木夕）

匈牙利电影展10月20日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