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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4 日，作为丝绸之

路电影节系列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之

一，陕西省青年电影制片厂挂牌成立。

陕西青年电影制片厂董事长杨屹

崐介绍，陕西省青年制片厂（以下简称

陕青厂）将致力于为青年影像工作者

提供有保障的准入机制与上升通道，

发掘、培养更多的有志青年电影人才，

为新时代青年电影人的增值赋能。

当天，陕青厂与西安演艺集团、西

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化艺术报》、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分行签订了长期战

略协议，为陕青厂在人才、传播、金融、

教育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西安电影制片厂总经理俞孟红，

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

会长郑虎，银都机构原董事长宋岱，国

家一级作家、编剧河谷，青年导演白志

强等参加成立活动。

（杜思梦）

10月12日，由丝绸之路国际电影

节（西安）执委会主办，西安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陕西影视联盟、

西影中国故事研究院联合承办，西影

视频、西部电影频道、西影电影基金共

同协办的“新时代、新故事”——新形

势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论坛在西影电

影圈子举行。

论坛现场，嘉宾围绕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中国英雄故事、中国家庭故事

等进行深入交流。面对新形势、新环

境，嘉宾认为，中国电影人要讲好中国

故事，创作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情

怀的高品质影片，满足观众对中国精

神和时代价值的银幕想象。

心中有人民，走到人民中去

现实题材是“中国故事”的重要方

向。在谈及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创作

时，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认为，

进入新时代，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等波澜壮阔的时代壮

举，我国从贫瘠逐渐发展到全盛，这其

中包含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创作素材，

“只要我们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

真正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够赢得观

众。”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张宏提出，“要真正讲好故

事，就必须把故事讲到人民心里去，走

到人民中间去”。他说，14亿人民在这

个时代上演着轰轰烈烈的奋斗圆梦故

事，艺术家一定要走到人民当中去，才

能够让广大观众接受我们的艺术，我

们的艺术才可以“立得住、传得开、留

得下”。

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年轻人，

张宏认为，首先要培养中国年轻人的

文化自信和英雄情怀。而近年带动国

漫雄起的《哪吒》、《姜子牙》等中国动

画电影正在从一个侧面展现着中国当

代年轻人的自信。

一是传承，二是创新

青年导演赵霁凭借动画电影《白

蛇：缘起》在 2019 年将这个来自古典

神话的中国故事“讲”到了海外。赵霁

的经验是“讲好中国故事一是传承，二

是创新，把新技术和本土文化融合在

一起”。

赵霁透露，自己一直在思考，为什

么当初那些极具中国风格的动画电影

在七八十年代被大量涌入的美国、日

本动画挤没了？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和

模仿别人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赵

霁逐渐发现，“我们其实不用学别人，

因为我们有自己非常强大的文化底

蕴，有非常强大的题材宝库。”赵霁认

为，在此基础上，创作者用自己的视

角，用接近当下观众的状态讲我们的

故事，即使拿到的是一个传统题材，一

样能讲出“好故事”。

曾深度参与《战狼》、《我不是药

神》等现实题材“爆款”电影的北京启

泰文化发展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杨硕

“讲故事”的经验是，把人物放在第一

位，因为“人物是否立得住，决定电影

成败”，人物如果没有立住，“无论剧情

如何折来折去，都会让人出戏”。

杨硕同时提出一些创作存在的人

物“脸谱化”问题，“我觉得其实脸谱化

更多的还是创作水平不够”，他认为，

杜绝“脸谱化”可以通过视角选取的方

式实现，比如“用普通人的视角、正常

的语态讲故事，让观众独立吸收”。而

市场，最终会给“人物立得住”的作品

一个答复。

讲好中国故事是创作方向

上世纪 80 年代，西影捧出了《老

井》、《人生》、《红高粱》等一批经典佳

作，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西影第一

个在国际 A 类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

获得国际奖项的数量位居第一，推出

的影片出口量排名第一。如今的西

影，正在创新中求变，讲述中国故事，

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赵文涛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是一

代代西影人的创作方向和艺术追

求。创新求变的西影，将继续发扬

开放合作的传统，深耕电影，创制

精品，为陕西电影、中国电影的繁

荣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宁宇表示，目睹了近年来丝路沿线

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人的成长，对

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充满信心。

他表示，西部是中国文明的支点，西部

电影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西影几十

年的血脉清晰通畅，正在迎接一个崭

新的黎明，马上就会掀起波澜。

受“疫情”影响，本届丝绸之路电

影节取消奖项评选，面向全球邀约的

3500 部影片，由 7 位特别推荐人组成

特别推荐团队最终选出 17 部佳片向

观众发布。

作为特别推荐人之一，陆川在电

影节期间接受媒体专访，他介绍，好电

影是推荐团的唯一评选标准。他希

望，更多优秀中国影片参与国际电影

节，传递新的中国形象。而对于“后疫

情”时代的电影市场，陆川预测，内容

真挚将成为未来电影创作趋势，浮夸

电影终将被观众厌恶。

“疫情”或扭转创作趋势

以《可可西里》等现实题材电影入

行，陆川对现实主义影片情有独钟，用

陆川的话说，他是看着第五代导演的

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出发”

的，只是这些年“现实主义电影少了

些”。

在陆川看来，“疫情”或将扭转中

国电影的创作趋势，“疫情后，首先会

有部分和疫情相关的作品问世，比如

讲医生的影片。另一个趋势是电影内

容会更真挚，经历了疫情的生死考验，

观众对于那些虚假、浮夸的电影可能

会显得比较厌恶。”不过，陆川依然看

好“令观众快乐的电影”，“那些作品还

是会有很大市场。”

有独立表达、有创新、有温度

受邀担任丝路电影节特别推荐团

一员，陆川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

蒂、以色列导演阿莫斯·吉泰、斯里兰

卡影评人阿什利·拉塔纳维呼沙纳、波

兰女导演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意大

利电影制作人保罗·德尔·布洛克和中

国女演员宋佳，隔着屏幕，在“云端”从

深夜争论到凌晨，最终将《波斯语课》、

《拨浪鼓咚咚响》、《地球太空船》、《龙

虎武师》、《音乐》、《直立象传说》等来

自丝路沿线国家的最新佳作选为本届

丝路电影节的特别推荐影片。

陆川介绍，特别推荐团的评选标准

只有一个，“就是好电影”，推荐团认为，好

电影必须“有独立表达，有创新、有温度”。

陆川透露，评选中特别推荐人各

抒己见，争论激烈，但大家一旦开始讨

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电影人对

电影的热爱”。

当结果出炉的一刻，陆川难掩激

动之情，“大家隔着屏幕告别的时候，

特别感动，你会发现，虽然在今年这个

特殊年份，虽然在疫情之下，但你知

道，电影在持续，电影的精神在持续，

没有什么可以阻隔我们对电影的热

爱。”

让更多电影被国际观众看到

作为国际电影节常客，陆川很看

重电影的交流沟通属性，“电影是没有

国界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电影可以

把国家和艺术家连接在一起，把国家

和观众连在一起”，他认为，应该让更

多中国电影“走出去”，让更多中国电

影在国际市场被国际观众看到，帮助

中国传递新的中国形象。

对于准备“走出”国门的中国影

片，陆川的创作建议是，“吸引全球人

才、参与国际电影节、以及讲一个关于

人性和人类的故事”。

10月13日，电影美术大师叶锦添现

身丝绸之路电影节，接受记者专访。

在电影美术界，叶锦添的名字多

与头部导演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从李

安的《卧虎藏龙》到吴宇森的《赤壁》、

冯小刚的《夜宴》、陈凯歌的《无极》、田

壮壮的《小城之春》、关锦鹏的《胭脂

扣》等等。最新作品是乌尔善的《封神

三部曲》。

2001年，叶锦添凭借《卧虎藏龙》登

上第 73 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的领

奖台，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艺

术家。

评论界对叶锦添的评价是：“他的艺

术承袭了讲求意境的中国文化传统，向

世人展示一种富有东方诗意的超凡世

界。”

在东西方电影界均有一席之地，叶

锦添更能看清各自问题所在。采访中，

叶锦添直言，好莱坞很好，但他们真的不

懂中国。而对于中国电影，叶锦添认为，

目前最难的是，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电

影语言，讲我们的故事。他希望，新作

《封神三部曲》能够呈现“不太靠特技的

‘中国感’”。

《卧虎藏龙》引发创作热情

叶锦添仍记得，当年和李安一伙

人做《卧虎藏龙》时的“心气儿”，“我

们一堆人，想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些

东西”。

2000 年，《卧虎藏龙》北美上映

后，迅速走红，据外媒统计，1980 年以

来在北美上映的外语片超过 2400 部，

票房超过 500 万的 89 部，《卧虎藏龙》

在北美的票房高达 1.28 亿美元，这一

成绩迄今未被超越。

在叶锦添看来，《卧虎藏龙》的成功

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中国电影原汁原味

的中国“文人气”。“刚好外国人看中国

电影，这块是缺的，但这个东西，在中国

电影里也是挣扎的”，叶锦添解释道，

“讲求文人气，是讲求境界、讲求素养、

讲求品格，这些东西我们在作品里面是

缺的。”

《卧虎藏龙》在北美市场的暴发，一

度影响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创作潮流。

《夜宴》《无极》等影片，以东方想象力为

代表的影片接连问世，叶锦添有些怀念

那段日子，“大家都有股想发展我们自

己的东西的劲儿，那时候大家很单纯，

就是集中精力去做这个事儿，无论最后

结果如何，是真的想做一些电影，比外

国电影还好的那种劲儿。那股劲儿延

续下来，必定会有好作品出现。”

尽管中国味浓重的古装武侠片早

已过了“最好的时代”，但叶锦添对“那

股劲儿”的坚持并未减弱。在《封神三

部曲》创作时，担任美术执导的叶锦添

遍寻中原庙宇，从古代神佛雕像中寻找

灵感，呈现水墨画里的飘逸感，他希望

“这东西做出来，能够建立一个不太往

特技上靠的东西，有走向中国的感觉”。

好莱坞真的不懂中国

《卧虎藏龙》之后，中国电影“走出

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但并不足以改变

西方对东方骨子里的“刻板”与“偏

见”。

今年 9 月，迪士尼年度大戏《花木

兰》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由东方演员

领衔的讲述中国传统故事的影片，没能

在中国市场重复《功夫熊猫》的好运。

在中国关注度最高的电影评分网

站上，影片上映初期，就有 3.4 万观众

打出了“差评”，中国观众对影片最大

的不满莫过于“这不是中国的花木

兰”，他们看到的是一部在西方对东方

主观幻想下，从造型、服装、场景到剧

情堆砌中国元素的“四不像”电影。好

莱坞的《花木兰》，最终折戟中国市场。

“《花木兰》的问题是，虽然制作

团队做出过非常多、非常好的作品，

但是他们真的不懂中国。”享誉国际

影坛，叶锦添对东西方电影问题瞧得

通透。在他看来，好莱坞创作《花木

兰》时，陷入了“自我的局限”，“他们

以自己的眼光和喜好为准，很喜欢某

一些东西，于是就会加强这些东西的

表现，经过他们的审美选择，我们中

国人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太清楚

这东西是什么。”

这与此前好莱坞在中国市场“名

利双收”的《功夫熊猫》的创作大不相

同，“《功夫熊猫》是把我们的东西完全

建构成他的系统，它不是真的，但也是

完整的。但《花木兰》有点像我们之前

国际上很成功的中国电影，像《英雄》

《卧虎藏龙》，但它在这方面又没有足

够深的了解。”

不能用西方系统讲我们的故事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如今已经

成了热门话题和重要课题。叶锦添觉

得，对中国电影而言，目前最需要做的是

“建立属于我们的电影语言”。

叶锦添举例说，“比如一条西方的龙

出来，我们都很熟悉它会是什么样的龙，

但我们在演绎中国神话的时候，龙又该

是什么样的？”

他不反对中国电影沿用西方电影的

新技术手段，但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变成

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一条东方的龙出

来，要如何表现神龙见首不见尾？怎样

虚实并置？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

不能用西方系统来讲我们的故事，我们

需要建立我们的电影语言，思考怎么说

我们的故事，怎么用电影画面来表达我

们的故事。”

谈及今后的创作方向，叶锦添透露，

目前心态很慢，不急，还是想做些好东

西。至于合作导演的选择，叶锦添笑言，

同青年导演的合作自己还“蛮缺的”，希

望很快遇到让他有很大反应的艺术作

品，开启新的创作。

丝路电影节专访叶锦添：

《花木兰》的问题，是他们不懂中国
■文/ 本报记者 杜思梦

丝路电影节论坛：

新形势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文/ 本报记者 杜思梦

丝路电影节专访陆川：

疫情过后，浮夸电影将遭观众厌恶
■文/ 本报记者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5 日，由西安兄弟

联盟影视、西安天正影视出品，入选本

届电影节新片推荐单元的老年题材电

影《柿子花开》亮相丝路电影节。

数据显示，到 2019 年年底，中国

65 岁以上老人到 2.5 亿，是世界上首

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制片人王鑫

介绍，《柿子花开》是一部老年题材的

电影，以“空巢不空心”的理念，表达

“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老人也要为自

己而活”的主题。影片讲述老年人的

梦想，以及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据悉，电影主场景选在了有“柿子

之乡”的陕西富平县，计划于明年4月

开机，2021年重阳节与观众见面。

当天，电影出品方之一的兄弟联

盟文化产业集团与丝路乳业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丝路乳业集团老

年基金会”，以支持老年公益事业。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5 日，红色青春片

《永远是少年》亮相第七届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导演冯小宁及主演团队与

观众互动交流。

电影《永远是少年》讲述中国共产

党建党初期，几位青年学生接受马克

思主义影响，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

主义战士，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奋

斗牺牲的故事。该片自8月29日在苏

州开机，摄制组历经上海、浙江、福建、

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转场拍摄，近

日在陕西完成拍摄。

冯小宁介绍，《永远是少年》是一

部讲信仰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电影，

旨在通过电影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及

广大影迷，与历史深情对望，了解那段

峥嵘岁月。解读初心，解读信仰。

该片由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中华文化促进会、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西部电影集团联合

出品，预计2021年与观众见面。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3 日，第七届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创投会落幕，七项大

奖出炉。16 位获奖项目代表累计获

得200万元奖金。

本次创投会由导演何平担任终审

主席，制片人叶宁、导演丁晟、编剧束

焕、演员郝蕾等出任终审评委。刘仪

伟担任培训顾问。

今年的创投会历时两个月，初审

阶段共收到了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

的418个长片项目。

项目中，既有关爱现代青少年内

心世界的《地瓜味的冰淇淋》、《汉南夏

日》、《成人世界》等，也有聚焦现实生

活的《我是透明人》、《火星司机》、《流

刑地》、《慕娘列车》、《朱鹮之恋》等，还

有结合科幻、喜剧、悬疑丰富元素的

《未来信》、《喜马拉雅雪人》等，还有将

镜头大自然的《神奇动物在高原》、《小

鹤卓玛》、《我的傲娇野牦牛》等。

经过对项目表达、整体预算、制

片、宣发等方面考量，评审团评选出

16个优秀项目，角出七项大奖。

最终，《未来信》、《宇宙风》、《成人

世界》获得“丝路起航奖”，《火星司机》

则获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市场选

择奖”颁给了《汉南夏日》，而《神奇动

物在高原》则获得“最佳创作团队奖”，

“最具商业潜力奖”由《小鹤卓玛》获

得，《村庄音乐》获得当晚的“创投会大

奖”。荣誉酒会上还颁发了八个“优

秀丝路创投项目”奖项，获奖项目分别

是《我是透明人》、《喜马拉雅雪人》、

《流刑地》、《思想没问题》、《地瓜味的

冰淇淋》、《朱鹮之恋》、《慕娘列车》和

《我的傲娇野牦牛》。 （杜思梦）

陕西青年电影制片厂成立

200万大奖助力中国电影新力量

丝路电影节创投会颁出七项荣誉

《永远是少年》亮相丝路国际电影节

电影《柿子花开》关注“空巢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