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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文/柯诺钧妍

■文/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讯 第3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近

期在厦门召开，影视业人士围绕不断涌

现的新内容和新趋势，积极展望未来。

11月 26日，在主题为“有点意思”的阿

里文娱电影内容战略发布会上，阿里巴

巴集团副总裁、阿里文娱电影业务负责

人李捷分享了对行业的观察和思考。

“新类型、题材占据着市场的绝对

头部，‘前所未见’将成为爆款标配；未

来我们将力求实现内容多元、创作互

通，打造出更多与‘我’和‘当下’紧密相

关的优质作品，并让最好的故事和最好

的渠道相互适配。”李捷表示。

发布会上，阿里文娱电影业务宣布

推出全新的自制厂牌“可能制造”、对

“锦橙/锦绣合制计划”和“薪火计划”进

行2.0版升级、推出新片单，以及在宣发

领域做全新布局。阿里文娱电影业务

将通过一系列新内容、新厂牌、新营销，

以更包容开放的姿态在电影内容领域

发力，全面布局未来。

▶ 自制厂牌“可能制造”：

新·锐·有·趣

当天，阿里文娱电影旗下阿里影业

发布了“可能制造”这个全新的自制厂

牌，致力于讲述有时代性的年轻故事，

拥抱和直面观众对于未来内容的需求。

未来，“可能制造”将以自制的形

式，在创作方向上高度聚焦三大主题内

容：当下青春、趣味人生、近未来科幻。

“随着时代更迭，很多曾经的不可

能变为了可能。这些新故事、新题材，

也为内容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思考。”阿

里影业制片人、“可能制造”新厂牌负责

人柳青伶说。她推介了“可能制造”的

三部作品，分别对应三个主题：

由魏书钧执导的《野马分鬃》，讲述

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步入社会前，与现实

抗争的当代青春故事；黎志导演的《九

顶假发的女孩》，讲述一个被绝症宣判

“死刑”的少女，决定在掉光头发前用九

顶假发活出九种不同的灿烂人生；在张

荣吉导演的《茉莉》中，一个不善言辞小

女孩在父亲失踪后，和一个机器人走上

了一条关于勇气和成长的冒险之旅。

“题材独特，视角年轻，有温度，有

脑洞。如果简单用四个字概括厂牌特

色，那就是：新·锐·有·趣。”在“可能制

作”的新厂牌下，阿里影业共推出20余

部自制影片，包括院线电影和网络电

影，未来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锦·合制计划”升级：

扩大头部效应

2018年11月，阿里影业推出了“锦

橙合制计划”，宣布以主投/主宣发的方

式与头部片方合作，5年内在四大档期

推出 20 部优质合制作品。两年后，这

个合制片单不仅将逐步得到兑现，还进

行了2.0版本的全面升级。

阿里影业内容开发制作中心负责

人、锦橙合制负责人李路介绍，目前“锦

橙合制计划”已上映的三部作品全部实

现盈利，另有15部电影进入开发流程。

除了此前公布过，即将陆续上映的

《拆弹专家2》、《刺杀小说家》、《哪吒重

生》和《第一炉香》，片单上还包括《全民

狂欢》、《外太空的莫扎特》、《阳光码

头》、《捕鱼行动》、韩寒导演新作、《白

蛇》动画系列新作，以及街舞题材电影

《昂德尔逛》等。

此外李路介绍，“锦橙合制计划”将

得到全面升级，从此前以内容参与为

主，升级为以内容输出为核心，从提供

故事素材、寻找伙伴，到高比例投资、联

合开发、联合制作，再到主宣发，全链路

合制作品；在立足于四大档期的基础

上，将影片上映拓展至情人节、清明、五

一、七夕和中秋的五个中等档期，实现

头部内容的全覆盖。

在网络电影领域，“锦绣合制计划”

也进行了2.0版本迭代。阿里文娱网络

电影制作中心负责人、锦绣合制负责人

芦洋表示，经过升级后，该合制计划将

从开发阶段提供 IP 和开发素材，在制

作层面与导演、头部主创进一步绑定，

并提供平台数据、评估体系作为参考，

以及深度营销的保障。

过去一年，阿里文娱电影旗下优酷

网络电影通过对“怪兽制燥”厂牌的打

造，已累积过亿的怪兽 IP观影用户，成

为全网首个实现类型品牌化的案例。

目前，同样的厂牌方法论，正在应用到

东北喜剧和军事战争等类型题材中

去。芦洋表示，未来阿里文娱网络电影

将围绕解压、新鲜等用户观影心理特

质，做更多品牌化、精品化布局。

▶ 扶持青年影人：

薪火计划2.0聚焦“三好”

11 月 27 日，阿里文娱“薪火计划”

作品《日光之下》在全国公映，这部梁鸣

导演作品近来在平遥、香港、澳门等各

大国际电影节上包揽了众多奖项。面

向青年电影人才的“薪火计划”，此刻也

进行了全面升级。

阿里文娱“薪火计划”负责人李静

平介绍说，2.0版本的“薪火计划”将发

展出“三好”版块：

薪火好故事，将联合淘宝“故事商

店”、阿里公益发起“励志青春”故事征

集，挖掘追求梦想、励志奋斗、温暖人心

的青春故事，发现每一种事业、每一段

故事背后平凡而伟大的面孔；同时联合

达摩院、书旗小说，发起“科学幻想”故

事征集，发现属于中国的科幻故事。阿

里文娱将致力于把这些好故事孵化成

为影视作品。

薪火好项目，将继续与重点节展创

投单元和机构全面深入合作，为青年电

影人的作品提供资源保障。

薪火好导演，为青年导演提供海外

交流学习的机会，输送其作品到各大国

际电影节；此外，“薪火计划”还将与生

态合作伙伴新片场一起，发起命题短片

征集，从中发现优秀青年创作人才。

▶ 新营销：

淘秀光影引领“直播+短视频营销”

在全面布局内容领域之外，阿里影

业还在持续放大“内容+科技”的双重

优势，逐渐打造完备一整套电影营销矩

阵，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渠道放大

优质内容的影响力。

发布会首次盘点了阿里文娱电影

营销矩阵：一个由“灯塔+淘秀光影+黑
马营销+阿里生态宣发”的组合，覆盖

了从数据洞察、策略输出，到新媒体曝

光、下沉触达的营销全链路。其中，淘

秀光影 MCN 营销机构，成为了此次发

布中的亮点。

阿里影业灯塔整合营销平台总经

理袁娟首次揭开了淘秀光影的面纱：在

当下的主流营销渠道直播+短视频中，

淘秀 MCN 双管齐下，目前可触达内容

达人400+，自有粉丝2亿+，可触达粉丝

10 亿+，成为影视行业的一流 MCN 机

构。淘秀光影正在和灯塔一起，打造国

内最大的宣发矩阵。

以内容为先，以科技为底。阿里文

娱电影以平台作为基础，通过五年来在

用户洞察、数字化赋能方面的积累，目

前已做好了全力投入影视内容领域的

准备。此次发布全新的内容战略，也表

明阿里文娱将以更优质的资源投入电

影内容市场，以更前瞻式的布局，支持

中国电影事业迈向未来。

（赵丽）

演绎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传递

初 心 不 改 中 国 故 事 。 以 银 幕 为

径，演员在一个个不同的角色中，

不断探寻生命的真理，记录时代

的更迭。 11 月 28 日，由电影频道

《今日影评》与中国电影家协会联

合主办的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演员论坛《我和我的角色》在福建

厦门举行。

表演艺术家谢芳、奚美娟，本届

金鸡奖最佳男女主角提名演员大

鹏、柳岩，青年演员关晓彤、陈学冬，

制片人陈祉希和编剧史航等来到论

坛现场，与电影频道主持人瑶淼一

起，共话演员表演力量。

▶ 不忘初心：

表演艺术家谢芳、奚美娟为

中国电影发声

“我和我的角色正起航”，演员、

中国文联副主席奚美娟为论坛发表

致辞，她表示：“演员职业和表演专

业构成一个需要不断求进的特殊行

业，每一代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

不同，其本质都会潜移默化地投射

到艺术作品中来，角色身上的气象

也逃不过每一个时代和社会大环境

的影响，因此我也告诉自己要尽量

保持一颗敏锐的心，不断提高自己

的追求和自觉。”

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现场分享

了她在代表作《青春之歌》和《早春

二月》中的表演感受，她认为演员要

找到合适的剧本和角色，要始终保

持一颗初心。谢芳也为中国电影发

声：“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让世界

人民最爱看的就是中国电影！”引发

现场掌声雷动。

▶ 圆桌论坛：

用专业眼光聚焦演员力量

演员能不能靠流量？演技类综

艺是不是在消费演员？演员参加演

技类综艺目的是否纯粹？演员能不

能靠团队？本次论坛主要围绕“演

员究竟靠什么”展开多个话题进行

圆桌讨论。

谈到近期热播的演技类综艺，陈

学冬称参加这类综艺存在风险，“这

是一个综艺不是一个影视作品，我

没有花费一年或几个月沉浸在一个

角色，而是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演五六个角色，我想让自己做好准

备去迎接一个作品。”他表示自己更

喜欢生活类综艺，从生活中汲取表

演经验和营养。

“我最坏的结局不就是输吗？还

能失去什么呢？”柳岩则持有不同立

场，她认为演员就应该抛下脸面，放

下顾虑参加演员综艺，在综艺节目

中也可以得到成长和学习。柳岩劝

说陈学冬和关晓彤参加演技类综艺

并大胆直言：“演员类节目有很多笑

话，因为它是比赛，也相当于曝光和

宣传，难免演员会有各自的小心思，

但你去过一次有经验了，就知道怎

么治这种人，这就是人生百态，不要

害怕”。

陈祉希从演员转型制片人，在她

看来，不是所有演员都必须参加这

类综艺节目，“有的演员带着学习目

的去，想拔高演技，有的演员认为自

己很有演技，需要一个展现自己的

舞台，有人觉得自己不够红，可能在

节目里就会带来负面影响。”选择关

键在于演员各自的初心。

演员团队的好与坏往往会影响

一个演员自职业生涯的表现。“团队

专业交给他们，演戏上台交给自

己。”柳岩如此理解演员与团队之间

的关系，大鹏也认为演员一定要靠

团队帮助，“有些事可能成功，有些

事可能失败，即使失败，我也不会怪

工作人员，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决

定。”

对于演员团队人员的选择，关晓

彤说，在能力和喜欢两项标准之间，

她会更倾向后者，“我和团队之间不

是互相依附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共

同成长，快乐工作。”

▶ 展望未来：

让演员成就更好的自己

论坛最后，演员们各自展望了职

业未来和对作为演员的期许，制片

人陈祉希也呼吁观众要给演员更多

包容和鼓励，才能让演员在作品中

呈现出更好的自己。

“从明年的一部文艺片开始”，

关晓彤坦言，自己从来没有拍过文

艺片，未来既想拍舒适圈里的作品，

也想跳脱出来拍拍文艺片。陈学冬

说：“过去我有很多迷茫的时期，不

知道如何让做好演员，未来我就要

做好演员，竭尽全力做这件事。”

“不要把表演想得太简单！”大

鹏建议演员要学会提高自我修养，

丰富内心的精神世界，“要做一个丰

富的人，才能有丰富的角色体验！”

本报讯 11月26日，第33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期间，恒业影业在福建厦门举

办了“持恒心·立恒业”2021 年度主题

战略发布会。恒业影业董事长陈辉宣

布集团正式落户厦门思明区，未来将立

足厦门进行系列“影视+”产业生态布

局和建设，联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厦门出品”影视精品。此举对于促进

厦门影视文化全产业链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发布会上，恒业影业同步展开

14 个影视项目的精彩推介，多元差异

化片单展现强大产业链的破圈延伸，引

发期待。

在发布会的签约仪式环节。福建

省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副部长许守

尧在致辞中讲述了福建省的影视情怀，

表示恒业的加入将为福建省树立更潮

流、最前沿的影视文化“大省”形象；中

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向阳受厦

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辉跃的委托，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以厦门“天然

摄影棚”的优势作为切入点，展望厦门

打造新时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高地

的美好愿景，期待与恒业携手打造更

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厦门出品”影视

精品。

恒业影业展示了2021年度最新项

目片单，给出了12+2的“类型片电影为

主路线，精品电视剧、网大及网剧侧重

开发”的“组合拳”。并在现场集中发布

了恒业片单“体育励志”、“军事战争”、

“犯罪动作”、“灾难励志”、“爱情催泪”、

“悬疑惊悚”、“现代剧情”的“七驾马

车”，引发全场期待。 （姬政鹏）

第 33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阿

里文娱电影业务宣布推出全新的自制

厂牌“可能制造”、对“锦橙/锦绣合制计

划”和“薪火计划”进行 2.0版升级并推

出新片单，以及宣布了宣发领域的全新

布局。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阿里巴巴

集团副总裁、阿里文娱电影业务负责人

李捷。关于厂牌，李捷表示，“我们想拍

一些 00后 95后喜欢的电影，我们这个

厂牌的定义是新·锐·有·趣。”

在当天发布的片单中，《野马分

鬃》、《九顶假发的女孩》等都有一个共

性，即年轻、题材独特。“我们对这类电

影的尝试是希望建立和年轻用户的链

接，同时这个厂牌不仅是一个内容厂

牌，它还是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在社交

媒体和短视频、直播阵地都有‘可能制

造’影子。包括我们这个 T 恤，我希望

它更酷更好玩一点。”李捷说。

《中国电影报》：在扶持新导演方

面，阿里影业一直走在前列，可以介绍

“薪火计划”在新人方面的举措？

李捷：薪火计划年轻导演，我们也

是为数不多会把院线和网络年轻导演

放在一起的公司，我们在这次发布会上

比较明确的讲出未来院线和网络只是

一个电影发行方式的区别，不存在行业

的区别，我不认为它是两个行业，他们

都是电影，他们承载了不同内容的调

性，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所以在年

轻导演这块，原来的薪火计划是将阿里

影业的A计划和优酷的年轻导演计划

合并，之后，它的效能发挥更好。未来

我们对年轻导演，包括整个新导演的计

划，扩展到了对人、对故事的项目，原来

是导演计划，而现在的薪火计划则升级

扩展到好的故事。整个行业稀缺的其

实是人和故事。

我们也提两个观点，“当下与我有

关”的青春故事，以及未来相关的故事。

阿里会继续参加金鸡、上海、北京，

包括FIRST，包括中国科幻大会的所有

创投单元。同时，原来导演计划中，除

了资助导演帮助导演拍长片外，我们还

增加了个重要的方面，发现导演。薪火

计划将更丰富更立体更多元化，薪火计

划不再只是简单的投资计划和创投单

元计划，而是要从故事和项目人才角度

全面出发。

《中国电影报》：电影投资回报的风

险大周期长，阿里是一个科技公司怎么

去对抗电影的不确定性？影业在内容

方面，将会有哪些计划和举措？

李捷：我们这次财报是最好的回

答，这次刚发了上半年财报，有三大特

征，第一大特征是内容制作转亏为盈，

包括电影、剧集。第二虽然整个影院停

摆，由于我们的灯塔和这样的数字化宣

发业务，快速复制自己的能力，进入到

剧集和综艺，降低了单一电影业务的风

险。第三是我们的阿里鱼，就是衍生品

业务。

这次财报，它的数字不是很亮眼，

但是意义重大，因为它把阿里在寒冬期

或者业务停摆期内容加科技的多元化

能力展现出来了。

《中国电影报》：像很多新导演项目

的回收是通过电影节以及国际发行来

完成的，“可能制造”在这一块会有一些

新的方式吗，还是传统的走电影节的路

子？

李捷：“可能制造”不是“节展电影”

计划。第二我觉得“可能制造”想创作

可能性，就是中国电影的票房，所谓一

个项目的回报不见得只有电影本身，当

然也包括它的衍生、品牌授权等，我们

假定说有一部很好的年轻电影，这个电

影为什么不考虑拍的时候带有一些潮

流的元素，带有一些流行文化，而这些

潮流文化又可以带动一些消费品和品

牌进来。所以在制造中我们会给导演

带一些商业的方式，让它更有生命力。

“可能制造”在我的心里是 To C 的品

牌，锦系列是To B品牌，“可能制造”是

有自己的品牌定位，是有自己的品牌传

播计划，它是有自己品牌的传播温度。

我们对“可能制造”每年的用户粉丝是

有一定的要求。我们希望中国有一批

00后喜欢“可能制造”的品牌，喜欢“可

能制造”的电影，希望“可能制造”将来

出现在任何一个品牌中。

《中国电影报》：这次阿里开发这么

多项目最核心的驱动是什么？是内在

还是外在驱动？

李捷：第一，今天推出的片单量挺

大的，因为阿里文娱有独特的双平台，

正因为有这个平台双向能力，我们今天

发的片单，有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过

去这几年我们基本上说到做到。从片

单规模数量上是合理的，而且是完全可

以做到，它是院线加网络，院网协同的

片单。

我在上海电影节表达过一个观点，

当我们完成了新基础设施的完善后，现

在，我们是“内容+科技”，内容在科技

之前。我自己 70%的时间将会花在内

容上，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一号位时间

花在内容上，也就代表了内在一定要成

为一家内容公司，这是我们的内在需

要。从外在的需求，一个上市公司的业

绩上来讲，它必须保证连续不断的内容

供给能力，大家都知道电影内容的开发

是有风险和周期性的。但院网协同的

好处是我们通过院线和网络两个平台

发行，不会因为环境因素影响公司层面

的业绩，这是外在的因素。

秦皇岛第二届残障人士电影周举行

本报讯 在“国际残疾人日”来

临之际，11 月 27 日 -12 月 1 日，中

国·秦皇岛第二届残障人士电影

周举行。本次电影周以“携手残

障人士，共享一片蓝天”为主题，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残

疾人事业、电影产业不断向前发

展，共同构建平等、参与、共享的

社会环境。

第二届残障人士电影周坚持

电影助残、文化惠民的理念，为群

众献上丰富多彩的精神“大餐”。

举办期间每天有 2-3 部优秀电影免

费展映；举办多场主创见面会，让

影迷朋友和电影人面对面交流；开

展艺术家下乡、爱心助残活动；举

办残障题材电影创作研讨会，以

及蓝毯仪式、文艺节目与表彰结

合的闭幕式等。 （木木）

立足“金鸡”，共话演员表演力量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演员论坛《我和我的角色》举办

恒业影业厦门举办年度战略发布会
差异化片单展现多元发展蓝图

新厂牌、新内容、新营销，

阿里文娱电影内容战略升级

专访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文娱电影业务负责人李捷：

院网协同助力薪火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