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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5 日，第 33 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金鸡论坛首秀”在厦

门举行，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华谊兄

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副董事长兼 CEO 王中磊，第 32 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咏梅等七

位嘉宾，以编剧、导演、演员等专业

角度探讨电影各个核心环节如何继

续发展优化等话题。

编剧汪海林在论坛上表示，中

国 目 前 好 剧 本 不 是 太 多 ，而 是 太

少。他认为目前编剧创作存在的问

题，如叙事简单、笨拙、甚至幼稚等，

他直言：“中国编剧要有紧迫感，提

高叙事技巧和业务能力，重要的是

赤子之心不可移。”此外，汪海林还

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学习别人

的先进技术外，不能做别人思想的

附庸，而是需要有中国表达”，并举

例称：“各国电影面对世界末日有不

同的表现，在西方普遍的方舟方案

之后，《流浪地球》有了中国方案，就

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是更有道

德 力 量 的 ，同 时 也 更 具 浪 漫 主 义

的。”

编剧宋方金结合目前的行业现

状表示，“电影是一种仪式”，电影院

是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堡垒”，更强

调身为电影人，“用光说话”是份属

电影人的责任。宋方金在评价观众

对于影视作品的第一印象时觉得每

当优秀作品出现时，观众看到的是

导演、演员、摄影、制作，而看到一部

“烂片”时，观众首先想到的是编

剧。“这恰恰说明编剧是影视创作最

重要的岗位”。但很多情况是编剧

署名被忽视，比如电影海报很多时

候没有编剧的署名，即便对于编导

一体的创作者，在署名时也应该先

写编剧再写导演，这是创作上的先

后顺序所要求的。此外，对于所有

幕后工作者来说，他们在“作品片头

片尾的署名也都应该得到尊重”。

第 32 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获得

者咏梅作为本场论坛的唯一一名女

性，以此前备受关注的“40+女演员

身份”这个话题作为切入点，表示自

己并不想“传播焦虑”，更多的是借

助自身的变化来分享身为“40+女演

员”的感悟，“皱纹是我的财富”，咏

梅 直 言 不 讳 地 说 。 咏 梅 更 放 言

“40+”的女演员“是一个个生命，是

能够成为一个角色、组成一部作品

的存在，甚至也是一个家庭、一座城

市的支撑”。

王中磊在发言中提到，华谊作

为最早上市的民营影视公司，在经

历热钱涌入、资本热潮褪去到行业

泡沫加速挤出，目前正处于产业升

级的过渡期。他认为：“影视行业有

一定的特殊性，电影既有文化属性，

也有娱乐和消费属性，从不足 10 亿

的票房到如今 600 亿的体量，只用了

不到 20 年的时间，希望资本对影视

行业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度，

帮助文化企业做大做强，让中国的

影视文化产业比肩全球。”他同时表

示，中国电影人非常顽强，是“最有

韧劲的一群人”，并呼吁同行要勇于

创新、突破挑战，开发和制作更多的

优秀电影，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

尹力表示，厦门为第 33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活动做了

大量工作，此次活动吸引电影界的

创作人员、明星云集厦门，提高了厦

门的城市美誉度和关注度。此外，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落成，相信未来

会对整个福建的影视产业起到提升

的作用，而厦门作为一座美丽的海

滨城市，也能吸引更多的摄制组前

来取景拍摄，这都将对厦门影视产

业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5 日，第 33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导演论坛在厦门举行，

李少红、王红卫、万玛才旦、郭帆、董

润年、饶晓志等导演济济一堂，共同

探讨“青年世代与文化自信”，聚焦

青年电影人的发掘和培养。

在此次论坛上，第六届中国青

年导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正

式启动，将通过远程面试、青葱训

练营、剧本工坊、导演训练营、创投

会等模式，选拔一批优秀青年导

演。“青葱计划”由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和国家电影局发起并主办，最终

入围者将获得知名导演的扶持，并

以监制的身份帮助其完成项目。

之前五届，冯小刚、贾樟柯、张

艺谋、宁浩、谢飞相继担任“青葱计

划”主席，已有 25 位青年导演脱颖

而出，明年将会有多部“青葱计划”

导演作品陆续上映。

不少现在知名的导演，都经历

过“苦日子”。很多人通过《流浪地

球》认识了“80 后”导演郭帆，但他却

爆料说，在拍摄电影处女作《李献计

历险记》时，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

一名导演，那时他白天拍戏，晚上看

书恶补，一到片场就表现得特别忙

碌，以此掩饰内心的慌张。

今天的郭帆早已不是当年那位

“门外汉”，但他还是觉得，“我拍完

《流浪地球》还是懵的，现在可能只

是摸到了门道。”他当初为饶晓志

导演处女作《你好，疯子》担任监制

的时候，他也全程“懵圈”，“我其实

也是在演监制一角。”在饶晓志看

来，当初郭帆到片场时，他很担心

对方会指手画脚，但没想到最后连

出品方都疑惑，郭帆怎么每次都站

在导演角度，替导演说话。

如今已功成名就的导演李少

红，在拍摄《血色清晨》时，也被电

影厂质疑“这个导演到底会不会

拍”，甚至为此派出了工作组前去

监工。“所以我现在和很多青年导

演交流时，我也会对他们的表达有

所担心，但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

想 到 当 初 拍 摄《血 色 清 晨》的 日

子。”

从《番薯浇米》到《武林孤儿》，

再到刚刚和观众见面的《日光之

下》，李少红一直为青年导演的创

作劳心劳力。但她反而觉得这是

一种福气，这个机会让她作为一个

观察者，从而能从别人的片中受

益。

为此，李少红特别强调，前辈

们可以为青年导演输送经验，但更

重要的是要保持青年导演的原创

力，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内心，拍出

他们想拍的作品来。《被光抓走的

人》、《心花怒放》导演董润年则表

示，电影的创作是在和未来对话，

任何一部电影都是拍给几个月甚

至是几年以后的观众看的，每一位

导演都应该思考，我们用什么来和

未来对话？青年导演要放开不自

信，放开给自己设定的牢笼，用真

诚拍好每一部电影。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6 日，以《女性电

影，困境与梦想》为主题的第 33 届

金 鸡 奖 女 性 电 影 论 坛 在 厦 门 举

行。媒体人杨澜担任本次女性电

影论坛的主持人，她呼吁：“女性越

来越多在电影领域中发出了自己

的声音，所以全球都希望在电影的

沃土上让女性被更多的看见，让女

性的声音被听见。”中国电影家协

会副秘书长杨烨为女性电影鼓劲：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承

担多元化角色的女性，在职场、艺

术、科技、影视等领域都拥有越来

越重要的公共话语权，女性在自我

成长、社会发展与家庭事业方面，

也一直在寻求更大的拓展。”中国

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谈到女

性导演创作时提出：“我应该更有

勇气和更应该用我性别的视角来

讲故事”。

本届女性电影论坛齐聚多位影

视界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

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爱美影

视 CEO 李亚平、导演编剧董润年等

也纷纷在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

杨澜作为此次论坛主持人，为

参会者清晰地解读了本届论坛的

主题《女性电影，困境与梦想》。关

于梦想：“在这一年‘姐姐’这个词

从一个称呼变成了一种女性的力

量，变成了一种意识的觉醒和社会

关注的话题，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

思潮。”当看到参加女性电影论坛

的众多男嘉宾时，杨澜还幽默组织

男性同胞起立接受女嘉宾们的掌

声和欢迎，“谢谢！你们是关键少

数。我特别不愿意进入一种状况，

就是一群女人关起门来谈女人的

事，我认为女人的格局和视野都要

宽阔。”

参加此次论坛的李少红导演曾

执导过多部女性电影，如《血色清

晨》、《红粉》等著名影片，她谈到：

“ 九 十 年 代 我 去 了 很 多 国 际 电 影

节，大家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

国有多少女导演，我觉得你们怎么

不说电影，老问我女导演，我当时

就仔细地想了一下，中国女导演还

挺多，北京制片厂粗粗算了一下比

较活跃的女导演就有 20 多个人，上

海电影制片厂女导演也很多。在

台下的人都非常惊讶，那个时候我

才知道，在全世界各地女导演是非

常少。”

提到困境，李少红说：“疫情给

了我们一次很不一样的经历，对我

们这些搞创作的人，这是我们最好

的一次体验，迟早是要把这些记录

下来留给历史的。我觉得上半年

没有白费，下半年反而创作机会多

了起来，今年下半年我连着拍了三

部戏。”

杨 澜 、李 少 红 、丁 亚 平 、李 亚

平、董润年、弓立医疗董事长黄雪

仪等在论坛中还围绕《女性电影，

困境与梦想》进行了圆桌讨论。本

次论坛通过电影人、传媒人和行业

专家的精彩发言，唤起更多人对女

性电影、女性话题的关注，关注女

性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和生存困境；也期望通过电影中女

性形象和女性角色发展的分享，探

讨当下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期待、

和今天各个生活境遇下女性的人

生困惑和探索。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7 日，金鸡奖论

坛活动“青年导演论坛：电影人的

传承与创新”在厦门举行。导演田

羽生、大鹏、饶晓志、滕丛丛、姚婷

婷、李霄峰等影人出席活动，并进

行了深度交谈。六位青年导演齐

聚一堂，从创作者角度出发，畅谈

自己的“后疫情时代”的创作思考，

同时分享了自己今年的创作工作。

在上半年中，田羽生作为联合

导演参与了电影《金刚川》的拍摄，

“作为一个男导演，都向往拍摄战

争题材的电影。但我过去一直都

是拍摄都市爱情电影，没有太多大

片拍摄的经验。早在管虎拍摄《八

佰》时，就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就主

动问我要不要去剧组，但那时候我

刚好在拍《前任 3》，所以就没有促

成。这一次拍《金刚川》刚好也没

有其他安排，管虎就又来问我，我

认为是不错的机会，所以我就立马

去学习了。”

他还透露了自己的新作《一条

龙》的剧情。“电影讲述了一群服役

出狱的人创业重生之路，而片名

‘一条龙’是讲述了他们服务于宠

物殡葬店的故事。”

而新作《风平浪静》正在上映

的导演李霄峰则借着这段时间一

直在写作，“让自己有所反思。”相

反，导演饶晓志则坦言自己起初略

微焦虑，不知所措，最后还是调整

心态，完成了新作《人潮汹涌》的后

期制作。

大鹏同样借着这段时间，让自

己投入到了新作《吉祥如意》的创

作中，并完成了下一部喜剧作品的

创作。当然，谈到《吉祥如意》档期

选择时，他自我调侃道，“电影定档

在春节前两周，可能比较冷，我们

把那个档期称为‘春运档’。因为

电影是过年回家后发生的一系列

的事情，所以大家也能在春节回家

之前进电影院看到这部影片。”

当然，大鹏也透露了自己即将

开拍的新作，“是关于自己如何成

为别人眼中的人”。他表示过去在

微信端看到过一份 421 页关于明星

八卦的 PDF，“里面恰好有关于我

的故事，我身边人看完之后就来问

我情况，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就创作了这个剧本。”

滕丛丛说，“我重新审视了自

己和父母的关系，对原生家庭进行

了重新理解，也借着这段时间，创

作了新的剧本。”她的新作《再见钟

情》也正式发布，“这是一部女性和

原生家庭关系的喜剧，里面会加入

一些爱情元素。未来会选择在福

建拍。因为福建的宗族观念很强，

我相信这能给戏剧带来更强的冲

突。”

和福建有不解之缘的导演姚

婷婷前作《谁的青春不迷茫》和《我

在时间尽头等你》均是在厦门拍

摄。而近期，她又在厦门完成了自

己第一部 VR 电影的创作，“这部作

品预计 15-20 分钟，将通过男女两

个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

她表示这次创作极具难度，

“VR 作品在创作中，更注重演员的

调度，和普通影像作品区别挺大

的，整个拍摄过程的体验感也是非

常强。”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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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奖设女性电影论坛

杨澜、李少红等共话女性电影的困境与梦想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论坛举行

三代导演寄语青年创作者

青年导演齐聚金鸡论坛
纵论电影产业的传承与创新

本报讯 11 月 27 日，第四届国际

电影 IP 授权与衍生产业开发论坛在

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期间举行。

多位行业嘉宾出席活动围绕中国电

影 IP 授权及衍生产业开发等行业关

注话题展开深度探讨。

论坛上，嘉宾们首先就电影 IP授

权衍生产业发展的问题和对策发表

了主题演讲。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

长、教授尼跃红提出，目前，中国电影

IP 授权及衍生产业已经初步形成市

场，年零售额逐步提高，但整体来看

依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对此，尼跃红认为，要将提升电

影品质，增强品牌影响力视作首要任

务。同时，还要以版权授权为抓手，

让有价值的 IP进入市场交易，以产品

开发设计为切入点、推进电商平台加

入，完善市场协作机制，在国家层面

整合产业资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

近年来推出一系列票房、口碑双

丰收佳作的博纳影业集团，在电影 IP
授权、衍生产业开发领域也有自己的

布局。蒋德富表示，在建设文化强

国、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道路

上，我们对于产业格局的完善仍任重

道远。未来，博纳影业将和所有行业

同仁一道，完善 IP授权与衍生产业的

开发、设计、生产、供应、销售渠道，建

立合理的产业链条，充分发挥 IP价值

的延伸。当然，优质的电影作品是后

续 IP 开发的根本。蒋德富在论坛上

再次推介了博纳影业集团即将在

2021 年 推 出 的“ 中 国 胜 利 三 部

曲”——《长津湖》、《无名》及《中国医

生》。

在 IP研发、传播及商业化领域有

着丰富经验的奥飞娱乐、孩之宝消费

品牌的负责人也通过案例介绍，分享

了 IP 开发对于文化现象形成的重要

性。

在论坛的圆桌环节，1905电影网

董事长、总经理李玮，中影股份营销

公司副总经理朱海荣，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张杰，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罗晓星及北京启泰文化发展集

团董事长杨硕5位嘉宾又从各自专业

的角度出发，分享了 IP版权授权及衍

生产业的开发经验。

李玮介绍，电影频道是全媒体平

台，拥有一万多部华语电影广播电视

传输以及七千多部电影的网络传输

权的“电影片库”。基于这个强大的

“资源库”，电影频道和旗下的融媒体

1905 网站也始终致力于电影知识产

权（IP）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一是建立

了自己的 IP资源库，对已有 IP进行有

效管理和保护使用；二是做好新开发

的电影项目的 IP规划和安排，形成了

从内容到渠道、市场的完善的开发链

和供应链，包括不局限商标注册和专

利申请。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电影频道在

融媒体中心建设上的持续发力，这个

传统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媒体也在新

的传播语境中有了年轻化的新身份

——“六公主”。李玮透露，目前“六

公主”已经完成 40多项商标注册，包

括外观设计专利，2021年开始还将结

合《电影全解码》“时尚生活季”等栏

目内容进行品牌营销，拓展时尚、生

活类业态，实现“电影+”的衍生产业

布局。

在本次金鸡奖系列活动期间，电

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正式宣布续

集《流浪地球 2》定档 2023 年大年初

一与观众见面。作为中国科幻电影

里程碑式作品，《流浪地球》的大爆也

给电影衍生品的开发带来了强大的

动力。中影股份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朱海荣透露，《流浪地球》的 IP授权目

前已经超过 600种品类，并且还在持

续增加。

产品的丰富还远不代表产业的

完备，但《流浪地球 2》的定档是一个

积极的信号。朱海荣表示，目前中影

股份也在探索通过这一 IP 拓展包括

主题公园等在内的新业态，大家期待

并且相信《流浪地球》系列的持续开

发能够助力国产电影衍生产业持续

发展。 （姬政鹏）

国际电影IP授权与衍生产业
开发论坛厦门举行

行业嘉宾探析电影IP授权的机遇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