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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举行的 2021 青岛影视

博览会影视金融大会上，来自国内影

视企业和投资机构人士共聚一堂，论

道“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投融资的

现状及未来。有投资机构负责人提

醒资方，不要抱着投机心理进行电影

投资，当下市场好项目不缺钱，缺钱

的多是市场前景不明的项目。

今年国庆档，《长津湖》、《我和

我的父辈》两部影片吸走了档期超

九成票房，独霸国庆档。事实上，今

年以来，头部影片无论对市场资源

的占有率还是对票房的“吸金效应”

越发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电影投资

应该何去何从？投资方应该去“挤”

着跟投头部影片？还是另辟蹊径，

寻找“黑马”项目？

北 京 聚 合 影 联 总 裁 讲 武 生 认

为，任何领域的投资都具有较大不

确定性，以地产为例，投资的规律在

于地段，对电影而言，投资的关键在

于故事。“大家可以通过数据可以发

现，中国人对国产片的要求就是剧

情，剧情的本质就是故事”，建议普

通投资人不如避开众人追逐的“头

部影片”，去寻找“黑马”项目，原因

在于“白马影片投资成本高，风险也

高，没有行业经验和资源的投资人

容易失败，不如去寻找你认为有投

资价值的影片。”

开心麻花 CEO 刘洪涛提醒投资

方，不要抱着投机心态进入电影行

业，当下电影行业的情况是，“好项

目不缺钱，缺钱的是商业前景不那

么乐观的项目”。

那 么 ，如 何 才 能 实 现 理 性 投

资？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李挺伟直接给出了一个

“投资公式”——成本可以控制、风

险可以管理、收益可以预期，满足这

三点且和电影工业化匹配的话，投

资就是理性的行为。

聚焦项目之外，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蔡敏认为，

投资人的角色、地位同样重要。作

为电影投资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蔡

敏呼吁业内增加对投资人的尊重与

呵护，“电影投资除了情怀还要盈

利，要有稳定的回收，我们才能埋下

健康的种子并且形成良性循环。”

作为内容产品，电影内容始终

是投资衡量的关键要素之一。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电

影的发展首先是需要工业化，需要

大量资本的支撑。但即使资金得到

保证，也不意味着电影的质量就可

以得到有效提升，“需要每一个主创

人员能在实现艺术想象力的同时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华夏电影发行责任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黄群飞认为，目前中国电

影市场仍有巨大潜力，但要涌现更多

精品，我们需要在“软件”上下功夫。

黄群飞说，电影工业化分为硬件和软

件两个方面，我国一些电影硬件条件

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软件方面仍

有差距。他认为行业应更加重视相

关政策法规鼓励，人才和企业集中，

行业自律等问题的解决。

今年是党中央提出 2035 年将我

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的开局之年，

是贯彻落实“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内涵的重要

一年。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

民表示，在此背景下，影视文化事业

和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希望

通过产业各方持续的探讨，以增强

金融、资本和电影领域彼此间的相

互了解与交流合作，搭建互通互联

的新平台，共同把握新时代文化大

发展的新机遇，探索合作的新模式。

本次大会由 2021 青岛影视博览

会联合中国电影基金会主办，中国

电影基金会电影投融资发展专项基

金、融创文化集团、青岛海发文化

（集团）、聚影汇（北京）等承办。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指导，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

省广播电视局、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青岛影视博览会科幻电影专家交

流活动举行。活动以“中国科幻时代

来了吗？”为主题，从科幻电影创作改

编与视效呈现两个方面展开了深度

权威的业内交流。

活动伊始，几位专家首先就中国

科幻电影当前的状态给出了一个清

晰且准确的认知，中国科幻正处于萌

芽和成长阶段。对于中国科幻电影

在《流浪地球》后出现的发展热度，高

群书导演很冷静，他首先肯定了中国

科幻电影处于上升阶段，且未来可期

的状态，同时也表示不要操之过急、

拔苗助长。

开心麻花影视 CEO 刘洪涛从人

才角度佐证了这一观点：“《流浪地

球》给咱们科幻电影积累了第一批人

才，在它的基础上往前走。我们相信

这几部电影再出来之后，中国科幻电

影就有一批特别好的人才，可能为以

后再创作有很好的铺垫。”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则更深一层，从创作理念角度阐述了

自己对于中国科幻的思考：“科幻思

维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维，那么哲

学思维跟艺术思维的矛盾怎么调和，

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

《流浪地球》编剧龚格尔透露，

《流浪地球 2》在拍摄过程当中，很多

团队成员都是从《独行月球》下来的，

“这让我特别开心，因为有互相支持

和接力的感觉了，这个在 2017 年的时

候不存在的”。

活动的下半场交流围绕科幻电

影的视觉呈现技术角度展开。《流浪

地球》、《流浪地球 2》视效总监徐建表

示：“中国电影人有实力完成科幻电

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从观众认

可、能买单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做

到及格线，但是以高质量的制作级来

衡量，我们仍有差距。”

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作为本次

活动的主办地，为科幻电影制作提供

了专业、高端、完善的软硬件支持，健

全的服务体系覆盖影视制作全产业

链。今年初，开心麻花的两部科幻、

奇幻大作《独行月球》、《超能一家人》

分别在园区杀青。

交流活动中，青岛东方影都产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孙恒勤表示，

“科幻让想象力升空，也助推电影技

术不断进步。科幻电影便既是未来

图景的描绘，也是‘科技美’和‘艺术

美’的结合。”

（影子）

本报讯 10月 15日-16日，由 2021
青岛影视博览会组委会联合中国电影

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东方影都电影创投

会推介路演大会在青岛举办并揭晓了

五强名单。与此同时，多部影片与投资

方达成合作意向，累计意向金额高超 3
亿元。

在终审路演大会上，从 800多个项

目中脱颖而出的 20强项目方负责人通

过图文、视频等方式，向在场的专家评

委及资方代表路演推介项目。

最终，《无敌乒乓兔》、《陨石江湖》、

《好评凶猛》、《穿越黑暗的我》、《胜利

日》入选年度 5 强项目，主办方为其颁

发 8 万元现金奖励和百万元的落地拍

摄服务大礼包。

《陨石江湖》、《野麦子》、《山雨欲

来风满楼》、《龙玫》、《救赎》、《T》、《北

京夜狂飙》、《小镇诗人》、《胜利日》、

《好评凶猛》10 部影片分别与复星影

业、北京聚合影联、天津北方电影集

团、耀莱影视、浙江博采传媒等众多资

方达成意向合作并签约，累计意向金

额达 3亿多元。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导演、编

剧丁晟，导演、编剧曹保平，华夏电影发

行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开心麻花

CEO刘洪涛、北京聚合影联总裁讲武生

等评委主席团成员悉数到场。丁晟、饶

曙光、黄群飞等评委会主席团专家为晋

级项目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张丕民表示，作为青岛影视博览会

组委会和中国电影基金会联手打造的

的优质内容输出平台，东方影都电影创

投会旨在发掘优秀的电影内容创作者

和优质的电影项目，并为之赋能。希望

通过持续的探讨，可以增强金融、资本

和电影领域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合作，搭建互通互联的新平台，共同把

握新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新机遇，探索合

作的新模式。

东方影都电影创投会自 2021 年 7
月 15日正式启动以来共征集到报名项

目 861个。经过专家评委层层选拔，最

终共计 50 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为期 6
天“制片工坊”环节，在丁晟、方励、赵宁

宇、张冀、袁媛、董越等20位知名导演、

编剧、宣发、投融资专家组成的导师团

辅导下，强化提升，全面完善。在专家

评委严格筛选下，最终有 20 个优质项

目进入终审路演推介大会环节。

“本次创投会涌现出来的优秀项

目，只要符合条件，均可申请山东省和

青岛市的政策奖励和青岛拍摄服务礼

包（价值约 100 万元）。通过这次创投

会，让电影业界更加了解青岛的影视资

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优质影视

项目和人才落户青岛，为青岛的影视产

业持续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据主

办方透露，后续主承办方将充分发挥各

自的资源优势，为这些脱颖而出优秀项

目对接所需资金和资源，常态化跟踪后

续进展情况，帮助更多项目和资方在东

方影都实现电影梦想。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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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致敬红色经典·奋进

伟大时代”电影精品创作专家研讨会

在青岛影视博览会举行。

研讨会围绕落实2021全国电影工

作会议精神，结合“十四五”重点影片

规划布局、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重

要影片展映及主创、作品分析等，就中

国电影精品创作组织专家研讨，围绕

主旋律影片商业化，从题材、主题规

划、创作手法、市场化结合等维度总结

探索电影精品创制经验，促进电影强

国建设的稳步推进。专家认为，电影

精品创作要把“道路自信”和“国家格

局”相统一，同时从整体上将思想、文

化、艺术联动到电影当中，由此，中国

的电影精品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受

到业界和观众的欢迎。

会议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电

影投融资发展专项基金、融创文化集

团、青岛海发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聚

影汇（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承

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论

研究处、青岛电影学院等联合协办。

打造电影精品

首先要了解“解观众想看什么”

今年国庆档《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辈》两部主流大片引发年度观影热

潮。暑期档《1921》、《革命者》等革命

历史影片同样受到观众热捧。

针对这一市场变化，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

建强认为，《1921》等影片的热映表

明，革命历史题材也是可以充满想象

力的，这些影片将抒情、纪实等各种

手段艺术地结合在一起，带领新时代

的观众触摸到百年前的历史温度，既

有思想意蕴，又有时代的吸引力。他

表示，在这一市场背景下，要打造电

影精品，一方面要了解观众想看什

么、认同什么，另一方面要善于创造

各种新的想象力消费点，打造电影精

品创新的增长点。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黄群飞认为，伟大的作品需

要时间的积淀和认可，被称为“精品”

的电影应该是超越时代的，让人百看

不厌的。在分析了中国近几年影片市

场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后，他建议，电影

精品的创作要把握好与电影类型、创

作数量、主旋律影片多样化的关系。

同时，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将主旋律影

片市场作为宣传放映主阵地，让更多

的“精品”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电影精品创作要把

“道路自信”和“国家格局”相统一

何为精品？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名誉会长章柏青看来，答案并不唯

一。章柏青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行

业对电影精品的判断标准也会发生变

化，“一部精品要在电影史上留痕至少

要在思想文化意识上有探索、电影塑

造上有技巧、电影史上有创新等。”

当今电影的精品创作需求旺盛，

章柏青建议，从整体上将思想、文化、

艺术联动到电影中，从而创作出观众

喜闻乐见的“精品电影”，“比如，在高

科技电影影片中加入思想、文化的衡

量，在人文、电影意识手段上多下工

夫，‘精品’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谈及精品电影的创作，参与创作

《1921》、《长津湖》的赵宁宇认为，电影

精品创作要把“道路自信”和“国家格

局”相统一，首先要在道路自信的基础

上不断反复挖掘历史材料，将历史性

与时代性融为一体，要为今天的观众

和市场来拍，这既得有丰富的学养，又

得精深的钻研。

曾出品《夏洛特烦恼》等多部“现象

级”影片的开心麻花CEO刘洪涛认为，

做电影需要充分的准备和热情，如果为

了投机和名利那么心态就错了。他围

绕具体的电影实例，分享了一部项目从

剧本讨论到最终成型的过程，认为做电

影必须沉下心来，要有工匠精神。

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李挺伟认为，电影题材要有时代性

和超前性，电影创作需要在电影工业化

支持下完成有效传达。他说，“电影作

为一个文化产业，最终是以故事的形式

表达给观众。工业化对普通观众而言

或许不是必备要素，但工业化能在恰当

的场景下实现有效的传达。”

“制发放评”多方协同

合力打造精品

一部精品电影的打造，不仅需要

有创作者的“工匠精神”，同时需要电

影评论者的理论引导，以及市场人士

的宣发助力。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

示，提出精品创作研讨的目的，就是为

了探讨当下主旋律电影的新概念，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电影的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品创作要有精神高度，

要有文化内涵，要有艺术价值。

饶曙光认为，当下中国电影评论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职责，首先要建立

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电影的

评估机制，一个偏重于理论层面，一个

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当下，我们面

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要繁荣电

影创作局面，更要繁荣电影评论的局

面，相信在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

强国的过程当中，电影理论批评可以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为《战狼2》的发行方，北京聚合

影联总裁讲武生从宣发和市场的角度

分析精品电影创作的关键要素。讲武

生分析，中国电影市场近十年的变化

已由精英主导过渡到平民消费，未来

的新主流影片一定要注重观众的现实

触感，才能触摸到观众和时代的痛

点。无论国家还是地方资金支持，都

需要分别顾及市场票房和作品本身两

个面向，真正的精品创作既要体现民

族性，也要体现世界性。

“致敬红色经典·奋进伟大时代”电影精品创作专家研讨会青岛举行

电影精品创作要把
“道路自信”和“国家格局”相统一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电影精品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