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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今年是黄晓明的丰收年。

11月 28日揭晓的第 33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上，黄晓明凭借在影片《烈火英雄》中

的优秀表现，夺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并

成为近年来首位两次捧起金鸡奖最佳男

主角奖杯的演员。而两个月前，他还凭借

该片拿到了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

男主角。

演戏这件事，黄晓明有“心结”。颁奖

礼现场，发表获奖感言的黄晓明也不忘继

续向导演们请求角色：“导演们，请用我吧，

做演员这个职业，我希望我是百年老店。”

“‘导演们请用我’是发自肺腑的话”，

黄晓明回忆，入行这些年，自己碰到过很

多大导演，但每每请求角色，他收到的大

多是婉拒，“他们说好的好的，但其实一直

也不找我。他们可能觉得黄晓明就只是

长得好看吧，不太敢用我。”

但演戏这件事儿，黄晓明是认真的。

黄晓明说，自己不是天才型演员，他

还记得，当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老师笑

话他“就是块木头”。不过，他更相信“付

出就会有收获”。这些年，无论外界怎么

评价他，他只做一件事——认真对待每一

个角色。

早在《烈火英雄》开拍前，黄晓明就提

出要去消防武警大队体验生活。那段时

间里，他和消防员们同吃同住，一起训

练。在练习和演习中，他建立起了“消防

员”的信念感，他将这些感悟应用于拍

摄。最后的成片中，黄晓明的演绎打破了

脸谱化的英雄形象，细腻而沉淀的演技呈

现了消防员真实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也展

示了消防官兵们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拍《中国合伙人》，黄晓明苦练英语。

拍《风声》演日本军官，黄晓明练日语练到

蹲厕所的时候都在练。拍《烈火英雄》，为

了贴近消防员的真实体型，黄晓明选择增

重并加强体能训练。拍《大唐玄奘》，为了

演出僧人的感觉，他选择吃素减重，在沙

漠拍摄每次拍完都处于脱水状态。黄晓

明透露，目前正在为新片《戴假发的人》减

肥、留胡子，现在已经减掉了 20斤体重。

对于两次登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

领奖台，黄晓明笑言自己运气好，“我两次

金鸡拿奖的作品很幸运演的都是有原型

的人，上次是以俞敏洪为原型演的《中国

合伙人》，这次《烈火英雄》也是以桑武为

原型演的消防员，所以我在台上每次都会

说，荣誉应该都给消防员们。”

从被嘲笑演技，到包揽金鸡、百花两

项大奖，一路走来，黄晓明坦言，今天的心

态是很多起起落落带来的，感谢批评过他

的人，也感谢曾经的自己，“我很感谢以前

的我，没有以前的我，没有那些对我提出

意见和批评的人，我也不会有今天的醒

悟。感谢曾经懦弱的我，害怕过的我，不

自信的我，幼稚的我，不聪明的我，但是现

在我学会享受这一切了。”

11 月 25 日，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颁奖盛典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电影投资大

会·高峰论坛”在厦门举办。现场以“金融

资本与电影产业的融合、创新与发展”为

主题，举行了《中国电影投融资报告》发

布、主旨演讲、两场圆桌论坛以及厦门市

影视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张宏在致辞中表示，在中国电影产业

新发展格局下，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电

影产业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厦门拥有发展影视

产业的独特优势，可以抓住这一大好机

遇，顺势而上，加快发展，为建设“电影强

国”贡献厦门力量。

在“怎样投资电影业”主题论坛上，多

位金融界人士谈到了对电影行业的看法

和态度。惟一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肖明表

示：电影产业不只是 600 亿的票房，还有

巨大的社会效益，怎样在坚持正向价值观

传播的同时，能够影响到大家消费的方方

面面是需要行业思考的问题。

他说：“在移动支付高度普及的环境

之下，IP能够影响到大家生活方方面面的

消费决策，我们坚信能够产生内容做得

好、发行做得不错，跨内容制作、发行和消

费一体的综合性影视公司。我认为这是

下一代大公司的方向。”

君联资本合伙人、董事总经理邵振兴

则拿迪士尼举例：迪士尼其实疫情期间也

受到重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虽然

美国疫情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情况，但是迪

士尼的市值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说明

市场看重的是长期价值，也就是企业已经

沉淀下来、传递出来的价值。市场其实是

聪明的，不会说只看当下这个财报，这个

财年，大概有多少亏损，更多看的是长期

价值。所以，电影企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

我们能不能沉淀出价值。

在第二场以“资本对话电影产业：驱

动、赋能、反哺”为主题的论坛中，电影人

也就资本和电影产业之间的关系展开讨

论。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表示：“电影

行业应该重新认识资本的价值，资本是我

们的血液。电影行业本质上来讲就是对

电影有认知、有能力的人或公司，带着资

本一起创造好的产品，再从市场、观众那

里把钱拿回来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资

本，如果没有血液，根本无法生存。如果

对资本不好，资本不给我们供血，我们也

没办法生存。”他还认为，要善待资本，给

资本以信用，“让资本知道我们是专业的，

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光线之所以做得

不错，就是因为我尊重这些钱，尊重资本，

以及他们资本背后的期待，我们要对得起

他们。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尊重这个行

业，尊重电影这个产品。”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CEO 王中磊坦言，希望资本再有温度

一点。“希望资本能够再温暖一点，再给我

们一点时间，能不能通过你们的努力以及

我们的努力，在中国让我们这些坚持了将

近三十年的企业可以拥有一个应有的市

值，我们拿着这个市值不是为了个人的财

富，而是为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影视产业

可以比肩全球，中国电影市场今年已经是

全球第一大市场了，为什么不能有全球排

在前十名的影视文化上市公司呢？如果

大家只看到难的地方，这个行业就没有人

做了，希望资本对我们再有温度一点，我

肯定回馈 100度的高温。”

融创文化集团总裁、融创中国执行董

事孙喆一在论坛发言中表示，文化行业的

未来不需要担心，但如果想让资本全力支

持影视产业，影视企业和从业者也应当努

力探索更加稳健的商业模式。

“文化行业的未来其实我完全不担

心，因为国外现在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

中国出现一千亿市值以上的内容公司是

早晚的事情。”他同时还认为，“如果我们

真的想让资本回到这个行业，或者全力支

持这个行业，我们也要思考行业的商业模

式，因为必须有好的商业模式，资本才愿

意进来。”

在孙喆一眼中，这个商业模式的关键

在于增量市场，“我对电影产业特别有信

心，我们有丰富的电影人才、内容人才，再

加上融创现有的优势，我们希望能将行业

的增量做起来，不光拼电影产业每年 600
多亿的票房收入，而是做远远比 600 亿票

房更大的增量市场，如果这个成立，就能

解决很多投资者对我们的困扰，如果我们

能够实现稳定的收入，再加上电影的爆款

能力，就更加容易的得到资本认可。”

在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兼华人影业

总裁应旭珺看来，电影和资本天然有矛盾

和对抗，但同时又互相需要。“因为电影本

身是极端不确定、不稳定的，需要考虑到

思想性和艺术性，但是资本是需要稳定

性、确定性、增长性，以及商品属性，所以

这两个是非常矛盾，是难以调和，在这个

情况下，两者需要多沟通，互相了解，互相

理解。”

本报讯 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系列

活动于11月25日至28日在厦门举办。金

鸡影展作为金鸡奖系列活动之一，是连通

观众的重要桥梁，全国电影观众拨开疫情

的雾霾，再次回到了探寻艺术之美的观影

之旅。今年金鸡影展包含国产电影展、金

鸡国际影展、港澳台影展、脱贫攻坚主题影

展暨八闽电影巡展、线上影展等展映活动。

金鸡国际影展

32部影片连映10日

多部为国内首映

为期 10天的 2020金鸡国际影展于 11
月17日率先开票：本届金鸡国际影展以“同

理之心”作为选片主题。来自30个国家的

32部佳片，11月18日—28日间在厦门进行

64场展映，多部影片为中国首映。12部影

片入围“最受厦门观众喜爱外国影片评选单

元”，本单元独立于金鸡奖的评选单元，以

“观众票选+专业评委选评”的模式，7位专

家评审和32名大众评审经过观摩影片，投

票选出最受观众喜爱影片、最受观众喜爱导

演、最受观众喜爱男主角和最受观众喜爱女

主角等荣誉。

金鸡国产电影展

20余部优秀国产新片展映

6位导演入选新动力之夜荣誉推荐

作为主体活动中的另一项重头戏，金鸡

国产电影展也已经亮相。电影节期间举办

了金鸡国产电影展开幕式、国产新片首映

礼、新动力电影之夜、国产新片新闻发布会

等活动，集中展映了20余部优秀国产新片。

今年，国产电影展单设“新动力电影”

板块，旨在搭建更权威、更专业的展示平

台，集中推荐优秀青年导演代表们的最新

作品。11月27日晚，“新动力电影之夜”活

动在厦门宝龙一城宝龙艺术中心举办，在

活动上对饶晓志导演的《人潮汹涌》、周子

阳导演的《乌海》、大鹏导演的《吉祥如意》，

鹏飞导演的《又见奈良》、李霄峰导演的《风

平浪静》、董性以导演的《歌声缘何慢半拍》

六部入选影片和主创人员进行荣誉推荐。

此外，国产电影影展还在厦门组织开

展了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和新闻发布会

等，搭建电影人与媒体、观众现场互动交流

的平台。由陈建斌、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

《第十一回》，11月 26日在进行首映之后，

主创导演团队也亲临现场，与嘉宾和影迷

们现场交流。

11月27日到28日，《拆弹专家2》、《温

暖的抱抱》、《赤狐书生》等多部电影在此举

行新闻发布会，刘德华、倪妮、沈腾、乔杉、

李现、陈立农等主创人员也来到发布会现

场，分享主创团队的创作历程，与影迷近距

离接触，让观众切实感受国产影片的魅力。

脱贫攻坚主题影展暨八闽电影巡展

打造八闽电影文化产业品牌

展示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成就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为生动展示脱贫攻坚的历

史性成就，为期 7天的第 33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脱贫攻坚主题影展暨八闽电影巡展

活动，11月24日晚在厦门华谊兄弟电影中

心正式拉开帷幕。

围绕脱贫攻坚这一宏大历史命题，近年

来中国电影人纷纷将镜头聚焦至偏远贫困

乡村，寻找脱贫攻坚一线的鲜活事例，今年

可谓是中国脱贫攻坚题材电影的丰收年。

据介绍，此次脱贫攻坚主题影展在福

建省 21家影院、6所高校和 20个农村放映

366场。除热映影片、金鸡奖入围影片外，

还特别展映《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

家》、《热土》、《又是一年三月三》等11部脱

贫攻坚题材影片。

本次电影巡展凸显公益性，为八闽公

益贡献力量，发起了“光影之约暖人心”线

上公益倡导，联动福建省红十字会“爱·过

年”公益项目，向其捐赠首批公益款，为福

建省内的贫困地区孤寡老人购买爱心物

资，用实际行动号召大家参与到此次电影

巡展活动中。

“十三五”规划即将顺利收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国电影正逐步摆

脱新冠疫情阴霾，重启电影强国建设新征

程。广大电影人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

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课题，正在

用精彩纷呈的电影艺术丰富人民的文化生

活，激发人民的精神力量。

金鸡港澳台影展

首届海峡两岸青年短片季

扶持青年导演人才

11月21日，金鸡奖组委会发布了2020
金鸡港澳台影展完整片单，包括徐克导演

处女作《蝶变》、李慧民执导的《新龙门客

栈》等来自中国香港的经典修复影片，以及

多部来自中国台湾和澳门地区的新片将在

厦门进行展映。

今年，金鸡港澳台影展首开海峡两岸

青年短片季，旨在为电影文化的延续和发

展储备青年人才，通过广泛征集海峡两岸

优秀的短片作品，挖掘和培养更多潜力青

年影像创作者，为优秀短片作品提供更多

展示、交流和互动的窗口，助力青年影像创

作者成长。

本届短片季还设置了“新翼计划”青年

导演训练营，集结两岸知名导演来厦门辅

导青年影像创作者。11 月 23 日到 27 日，

十佳短片团队的影创者正式进入金鸡青年

导演训练营，面对面与行业前辈导师交流

学习。中国大陆导演蒲巴创作的短片电影

《寻牛》、刘铠齐的《澡堂鼓手》、陈筠的《台

风来之前》、刘晓黎的《蒙太奇》、王资颖的

《二手森林》和中国台湾导演朱岩兰的作品

《一起一起》作为优秀影片代表，进入电影

展映环节，并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11月26日晚，在金鸡港澳台影展开幕

式暨海峡两岸青年短片季推介仪式上，还

专门对入选新翼推优荣誉短片的作品团队

进行推介并授予荣誉证书。刘德华亮相现

场并为优秀短片颁奖。刘德华对获奖短片

导演们说：“能够跟你们一起工作，为了电

影，真的蛮开心的。看到我们的导演、剧

本，所有的都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跟大家

一起往前继续努力。”

“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让我们不成熟

却足够真挚的作品展现在各位专家面前，

对我们而言已经是莫大的鼓励。”凭借作

品《九孬》获得荣誉表彰的青年导演王萧雪

在颁奖现场表示，这个时代的青年创作者

是幸福的。

“如何让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年

轻电影人更好地创作，如何让港澳台地区

从内地（大陆）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进程中

受益，是主办方和港澳台电影人一直交流

的议题。”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闫少非希望，金鸡港澳台影展这个

平台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让大陆、台湾、香

港和澳门的青年人进行充分的文化交流。

（姬政鹏）

中国电影投资大会·高峰论坛厦门举办
从业者为电影与资本融合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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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国内外佳片 助力金鸡奖盛典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精心打造电影展映板块

本报讯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作为

金鸡奖艺术责任与使命的延伸，秉持

搭建青年电影创新平台、盘活优质电

影资源的目的，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范围内广泛征集华语新作电影项目，

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加强培育优秀作

品的手段创新。

11 月 26 日，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终极路演在

厦门举行，16个在初选中脱颖而出的

电影项目进行了终极路演。刘德华、

徐峥、黄建新3位主评审携手22位金

牌制片人和 50 位投资人，共同评选

出15个官方奖项、8个合作奖项。

据悉，本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于

8 月 1 日启动征集，共收到符合报名

要求的项目 1021 个，乃迄今为止所

有电影创投会之最。据介绍，剧情类

项目占比最大，其次是喜剧、悬疑、爱

情和科幻类型。

不少知名导演、演员担任监制的

新导演项目亮相终极路演现场，其中

包括宁浩监制、“坏猴子72变计划”签

约导演周涤非执导的《小混蛋》；陆川

监制、杜惠君导演的《我们的秘密》；姚

晨监制、乔思雪导演的《脐带》；严浩监

制、严艺之导演的《我抬头发现两朵一

样的云》；翁子光监制、张璐导演的《不

过是来去此间》等。电影《第一次的离

别》导演王丽娜也带来自己的第二部

剧情长片项目《村庄音乐》。

在终极路演现场，每个项目的路

演时间为 20 分钟。在主创陈述项目

基本情况后，刘德华、徐峥、黄建新以

及 22 位资深制片人从故事、类型、题

材、表达主题、演员、预算成本、市场发

行等不同角度对项目提出想法和意

见，并“对症下药”。

刘德华作为终极路演主评审之

一，其主要职责是挑选优秀的导演和

剧本，帮助年轻电影人圆梦。他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这个担子非常重，因

为投资人对电影剧本和导演的要求都

很高，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好的电

影剧本挑选出来，帮助很多导演圆梦，

也不会让好的电影剧本被埋没”。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王红卫

也坦言：通过本次金鸡创投，看到类型

的东西逐渐多起来了，也就是可能不

再是文艺片或者说是比较典型的青年

导演处女作那些比较自我的东西，这

是一个挺让人高兴的地方。电影频道

电影创作部主任唐科表示：入选的这

些项目，100%都有完整剧本。去年入

围前的 30 中，已经有一个拍成了电

影，今年的这些项目，我认为成熟度非

常高，明年后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这里

面的两三部影片跟观众见面。

11月 27日晚，第 33届金鸡奖·金

鸡电影创投大会推介仪式举行，在推

介仪式上揭晓了包括金鸡创投评委会

优胜项目、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

金鸡创投最具潜力导演、金鸡创投“中

国好故事”优胜项目、金鸡创投“艺术

之光”优胜项目、金鸡创投“类型优选”

优胜项目、金鸡创投投资人联名推介

优胜项目、金鸡创投厦门制作推介优

胜项目、金鸡创投非凡传媒特别关注

项目、"金鸡·华益新电影孵化基金"重
点扶持项目在内的 15 个官方奖项、8
个合作奖项。

其中，由王丽娜导演的《村庄音

乐》被评为本届金鸡创投评委会优胜

项目，由乔思雪导演的《脐带》、由宋丽

颖导演的《好愿在人间》被评为本届金

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三贵情史》

的导演刘斯逸、王丽娜和宋丽颖被评

为本届金鸡创投最具潜力导演。

而《好愿在人间》、《南国雾语》、

《脐带》被评为本届金鸡创投“中国好

故事”优胜项目；《村庄音乐》、《冬牧

场》、《我抬头发现两朵一样的云》被评

为本届金鸡创投“艺术之光”优胜项

目；《稍息立正向前看》、《三贵情史》、

《歌照唱、舞照跳》被评为本届“类型优

选”优胜项目；《三贵情史》被评为本届

金鸡创投投资人联名推介优胜项目；

《我的奇怪男友》、《同学们好》、《极夜

安魂曲》被评为本届金鸡创投厦门制

作推介优胜项目。

此外，推介仪式上还举行了凤凰

传奇影业与创投项目《死了一个贼》的

合作签约仪式以及“金鸡创投投委会”

投资联盟发布暨签约仪式，金牌制片

人评审团共同设立发起的“金鸡创投

投委会”正式成立，未来将联合投资由

金鸡创投发掘的好项目，意在发掘新

兴优秀导演以及优质电影项目，未来

被关注到的好作品将由大家共同投资

孵化。

（姬政鹏）

扶持电影新力量 培育优秀好项目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助力多部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