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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9 年 3 月 22 日，《波西米亚狂想

曲》通过全国艺联专线上映，这时全国艺

联的影院加盟数已经来到了 3135 家，共

覆盖 3700 块银幕。旗下银幕更多了，放

映范围更广了，全国艺联的发行策略也

进行相应调整，并没有继续采用《三块广

告牌》的扩映计划，而是更加注重已加盟

影院的利益。

中国电影资料馆全国艺联项目负责

人英琦就曾向记者表示：“专线上映的密

钥期限更长，这是全国艺联的特色也是

全国艺联的优势，我们希望能保持放映

资源的稀缺性，把优秀影片的‘长线独家

放映权’留给那些始终坚持按全国艺联

排片指导意见排映艺术电影的加盟影

院。”经过长线放映，《波西米亚狂想曲》

取得了 9900 多万元票房，创下了全国艺

联专线发行的票房新高。

也是在 2019 年，全国艺联开始尝试

以主题系列的形式发布影片上映计划，

通过“雕刻时光”、“新锐巨浪”、“艺术人

生”三个系列，将相关影片进行有机组

合，以不同的主题进行系列上映。前文

提到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是“艺术人

生”系列中的第一部影片，之后《卡拉斯：

为爱而生》、《大河唱》、《坂本龙一：终

曲》、《初恋这首情歌》等多部不同类型和

风格的中外优秀艺术影片陆续通过该系

列和影迷见面，2020 年 11 月 9 日通过全

国艺联专线上映的《达琳达》也是“艺术

人生”系列的新作品。

对于这次尝试，孙向辉表示：“全国

艺联将影片通过不同的相关性有机呼应

起来，是希望能通过主题系列放映展现

不同类型的影片，在为观众提供丰富观

影体验的同时，塑造全国艺联品牌形象，

拓宽艺术电影的原有观众圈层，培育长

情观众。”

2020年，全球的电影市场都受到了新

冠疫情的冲击，影片尤其是进口影片供给

减少，影院经营压力增加，考虑到这一特

殊情况，全国艺联在进口影片和国产影片

的发行上分别进行努力，助力行业重启。

7 月 24 日，全国影院复工，在市场重

启的第一时间，全国艺联宣布将《乔乔的

异想世界》、《初恋这首情歌》等全国艺联

挑选的进口艺术影片与全体院线和影院

分享。而对于专线上映的进口影片《达

琳达》，全国艺联也尝试了定制上映的方

式，不强制排片，让加盟影院主动选择排

片，希望能以此让更多的观众和影迷感

受艺术电影的温暖，为电影市场增温。

在国产影片方面，8 月 25 日，“重燃·
艺术之光：优秀国产艺术影片全国放映

计划”（以下简称“重燃·艺术之光”计划）

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发布。这

项计划是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经过国

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协调，财政部、国

家电影局共拨付 11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中国电影资料馆、全国艺联开启的。

在今年年内，“重燃·艺术之光”计划

将给予入选全国艺联专线放映的 10部优

秀国产艺术影片和 2 个新作与经典影片

主题展多种形式的宣发资助，激励新生

代电影工作者创作更多富于艺术追求与

创新意义、带给观众精神引领与审美启

迪的优秀作品。 除了通过补贴助力艺术

影片的基础发行工作外，“重燃·艺术之

光”计划中还要求全国艺联负责组织与

商业影片首映等活动不同的 500 场现场

导赏活动，并就影片创作风格等进行多

维度的讲解分享。

据孙向辉介绍，这项计划是国家电

影专资办通过对国内艺术影片市场的调

研，和对国外艺术电影补贴体系进行相

应研究后，与艺术电影创作单位进行深

入交流和讨论制订的。她认为，在交流

中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资助艺术

影片发行一定要在前期进行补贴。

在采访中，孙向辉多次提到了“重

燃·艺术之光”计划能够在项目前期进行

补贴的重要意义，“这给了国产艺术电影

一个能走向市场的基础前提，也使得更

多国产艺术电影有了启动发行的可能，

能够有效帮助国产艺术电影创作者摆脱

影片完成后没有资金投入宣发的困境”，

她还坦言，在疫情之后，全国艺联能继续

发《掬水月在手》这样的片子，在很大程

度上有赖于“重燃·艺术之光”计划。

“商业大片有足够的资金和预算进

行前期垫资，这种影片可以在项目后期

或项目结束之后进行补贴，艺术电影需

要的不是这种‘锦上添花’，需要的是‘雪

中送炭’，很多艺术电影的年轻创作团队

拍完影片后根本没有宣传预算，如果没

有前期的补贴和资助，影片连走上大银

幕和观众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自然也就

没有后期可言。”她如是说。

为了支持全国艺联的发展，更好实

施“重燃·艺术之光”计划，中国电影资料

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艺术电

影标准委员会，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审片

评分体系。

据介绍，影片按照评委会的打分，分

为A级、B级和C级三档。其中评分在 7.8
分及以上的影片会被归类为 A 级影片，

属于重点推广，“重燃·艺术之光”计划补

贴金额在 100 万元左右；评分在 7.0 到 7.7
分之间的影片被归类为B级，属于积极推

广，补贴金额为 70 万元左右；评分在 6.5

到 7.0 分之间的影片被归类为 C 级，属于

鼓励推广，补贴金额为 40 万元至 50 万

元。如果影片获得了国际奖项，或者是

儿童影片，会在评审时得到相应加分。

《掬水月在手》就是“重燃·艺术之

光”计划中的 A 级影片，并从这项计划中

拿到了启动宣传资金，此外，《活着唱着》

（8月 28日上映）、《冬去冬又来》（11月 14
日上映）、《日光之下》（11 月 27 日上映）

也是通过这一计划上映的影片。

而对于一些具有先锋性、实验性或

创作者个人风格强烈，但评委会认为不

太适合在主流院线市场上映的小众影

片，“重燃·艺术之光”计划还开放了两个

影展，一个是经典影片影展，一个是新片

影展，全国艺联会根据影片的特性和片

方需求安排包场、点映等相关活动，让这

些小众艺术影片能够“抱团取暖”。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支持下，全国

艺联也从多方面为“重燃·艺术之光”计

划进行了策划和准备。目前，在导赏活

动的准备上，全国艺联正在组织建设吸

纳行业内外、全国各地相关人才的专家

库，为专场活动提供支持，此外，全国艺

联还将联合合瑞影业、润智影业、卓然影

业、路画影视、国影佳映（北京）文化传播

中心等宣发企业共同助力这一计划。

在发行艺术电影之余，策划推出各类

主题电影展映也是全国艺联的“本门功

课”。中国电影资料馆收集整理部主任、

全国艺联总协调人林思玮曾给记者“科

普”过影展放映和院线发行的不同，他表

示：和通过商业院线或专线上映的艺术影

片相比，通过影展放映的影片一般来说会

更加小众，或属于老片重映，全国艺联通

过各个主题或单元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抱

团取暖联合作战。一方面是给影片提供

机会、开拓市场，另一方面也让对这种影

片情有独钟的观众能够看到，丰富观众的

观影选择。

2016年 11月 23日至 12月 11日，全国

艺联“绝世风华：中国早期珍宝电影展”在

上海亮相，将 9 部珍贵的中国早期电影展

示在全国观众的面前，这也是全国艺联的

“首秀”。

在此后一年时间里，全国艺联还陆续

组织推出了“四川地区藏地影展”、“吴天

明电影回顾展”以及“意大利辉煌艺术主

题影展”等多次主题影展活动。不仅为观

众提供了优质艺术影片的观影环境，众多

影片主创主题对谈、幕后交流等活动也为

艺术电影影迷提供了交流平台，让更多观

众认识、了解了艺术电影。

在主题影展之外，为了推广国产艺术

电影，全国艺联每年还会专门推出一个国

产艺术新作展。

2017 年 11 月 30 日，《别离》、《老兽》、

《心迷宫》、《在码头》、《我心雀跃》、《何日

君再来》等 10 部国产艺术电影通过全国

艺联的“艺术电影新作·秋来”影展在北

京、南京、杭州、成都等十个城市的上百家

影院进行放映，影展期间还围绕展映影片

举办了多场主题活动和主创见面会。

这是全国艺联首次举办国产艺术新

作主题展映。此后，这一类型的主题展映

作为传统延续了下来，每年岁末，全国艺

联都会以影展的方式放映国产艺术电影

新作，每次会选择十个左右城市，在与全

国艺联合作的影院同步开展影展活动。

全国艺联也会根据每个城市的不同文化

与观影习惯，来选择不同影片进行放映，

并根据影片的特性和风格，组织相应的导

赏和主创分享等活动。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至 12 月 30 日 ，

“2018 艺术新作·冬暖主题影展”于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

西安、济南等十个城市举办。《花事·如

期》、《地球最后的夜晚》、《淡蓝琥珀》、

《片警宝音》、《阿拉姜色》等 11 部影片通

过“多元·类型”、“人物·叙事”、“生活·纪

录”等三个主题单元在 43 家全国艺联加

盟影院和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9 部为当时尚未在国内公映的艺术电影

新作。

影展主题从“秋来”换成了“冬暖”，孙

向辉在影展启动仪式上进行了解读：“影

展取名‘冬暖’，是因为这 11 部影片都呈

现出了积极、阳光的创作态度，犹如冬日

里的一束阳光，为观众们投射了温暖，也

给国产电影市场带来一股新生力量。”

2019 年 12 月 12 日 至 12 月 22 日 ，

“2019 艺术新作·冬暖主题影展”在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南京等 5 个城市举办。

通过“远方·回响”、“记忆·旅程”和“凝视·
女性”三个策展单元放映10部当时尚未在

国内公映的艺术电影新作。目前在映的

《掬水月在手》、《冬去冬又来》、《日光之

下》、《气·球》等都是当时参与展映的影片。

2020 年对电影产业链所有环节来说

都是辛苦的一年，经历了疫情期间的影院

歇业、剧组停工，在产业复工后的多个电

影节展以及相关论坛上，都能听到从业

者、观众呼吁和盼望着以艺术电影为主的

多样化影片放映，这个冬天似乎更需要艺

术电影的“暖”。

在此大背景下，全国艺联准备了两个

主题影展将在 12月推出。

首先是前文“重燃·艺术之光”计划中

提到的“2020 重燃·艺术之光：国产经典

影片展”。据悉，在此次国产经典影片展

映中，将会有《祝福》、《龙须沟》、《上甘

岭》、《早春二月》、《英雄儿女》、《乌鸦与

麻雀》、《枯木逢春》、《五朵金花》、《李双

双》、《锦上添花》等 10部国产经典影片在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厦门、济南、

成都、重庆、长沙 10 个城市和观众见面，

全国艺联也会准备相应的映前技术讲解、

映后见面会或对谈等活动。

此外，据孙向辉介绍，“2020 艺术新

作·冬暖主题影展”目前也在准备中，有望

在今年 12月份和影迷见面。

（下转第6版）

◎关于主题影展策划：
“2020重燃·艺术之光：国产经典影片展”和“2020艺术新作·冬暖主题影展”即将推出

“重燃·艺术之光”计划评委会审片评分体系

评价分值

≥7.8
7.0-7.7
6.5-7.0
6.0-6.5

级别

A级

B级

C级

有一定创新性影片

推广选择

重点推广

积极推广

鼓励推广

优先进入主题影展

加分因素

国际奖项、儿童影片等

全国艺联专线发行影片信息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上映日期

2017年 8月 25日

2017年 12月 1日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3月 2日

2018年 3月 30日

2018年 5月 17日

2018年 6月 25日

2018年 7月 20日

2018年 8月 4日

2018年 8月 20日

2018年 12月 17日

2019年 3月 22日

2019年 4月 26日

2019年 5月 10日

2019年 5月 17日

2019年 5月 31日

2019年 6月 21日

2019年 7月 2日

2019年 8月 26日

2019年 9月 3日

2019年 11月 11日

2019年 12月 16日

2020年 1月 10日

2020年 7月 31日

2020年 8月 7日

2020年 8月 28日

2020年 10月 16日

2020年 11月 9日

2020年 11月 14日

2020年 11月 27日

片名

《海边的曼彻斯特》

《别离》

《尼斯：疯狂的心》

《三块广告牌》

《第三度嫌疑人》

《路过未来》

《阿飞正传》

《北方一片苍茫》

《肆式青春》

《大三儿》

《淡蓝琥珀》

《波西米亚狂想曲》

《撞死了一只羊》

《罗马》

《柔情史》

《卡拉斯：为爱而生》

《监护风云》

《善良的天使》

《骡子》

《零零后》

《他们已不再变老》

《坂本龙一：终曲》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乔乔的异想世界》*
《初恋这首情歌》*
《活着唱着》

《掬水月在手》

《达琳达》

《冬去冬又来》

《日光之下》

国别/地区

美国

中国大陆

巴西

美国

日本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日本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英国/美国

中国大陆

墨西哥/美国

中国大陆

法国

法国

加拿大/中国大陆/美国

美国

中国大陆

英国/新西兰

日本/美国

美国

美国

爱尔兰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法国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为通过全国艺联专线名额引进，在影院复工后分享给全国影院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