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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报记者 姬政鹏

11 月 12 日，第四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收

官，从初选、终评到洽谈、推介，“金鸡创投”在

努力缩短着青年创作者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时

间，而这个已经四岁的创投平台作为连接中国

电影新力量和产业资源的通道，也和这些青年

创作者一起成长着。

在这里，除了荣誉，还有让剧本变为电影

的机会。

薪火相传

让更多年轻人得到被青睐的可能

11月10日，厦门天元酒店的报告厅内，第

四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的终极路演现场，有15
个项目登台亮相。每个项目的导演、制片人要

在限定时间内将项目介绍给台下的评审团，他

们面对的是评审主席团，以及25位国内“金牌

制片人”组成的评审团。

创作过《滚蛋吧！肿瘤君》、《后来的我们》

等电影的编剧、导演袁媛带来了新作品《亲爱

的美英》，她把该项目创作心得和目标前景讲

述给评审席上的编剧、导演黄建新，导演管虎

和演员、制片人姚晨，以及他们身后的电影公

司开发人员。

同样作为女性，姚晨分析道：“技巧很娴

熟，人物创作上还有些生疏。这个故事很依赖

人物和人物关系。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影响电

影走上市场后，与观众的情感共鸣。”

其剧本的架构，女性化的设定以及漫画感

的设定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导演管虎毫不

吝啬自己的夸奖，“非常成熟的创作者，这部女

性向的作品，立意很有趣，各种设定很有漫画

感，可以奔着风格化去创作，是会非常有市场

的。”

15分钟的路演，袁媛得到的除了认可外，

还有前辈电影人的一系列意见和指导。通过

这些意见和指导后，她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中进

行方向角度的调整。

入围的这些影片中，不少导演都和袁媛一

样，是有过一定院线成绩的创作者。《爱人》的

导演雷志龙是《人潮汹涌》、《万里归途》的联合

编剧；电影《大地之子》导演霍猛更是曾经凭借

处女作《过昭关》，入围过金鸡奖最佳导演等

提名。

他们来到金鸡创投的目的，除了听取更多

业内专业人士的意见，也有不同的创投目标，

包括寻找融资、出品发行、监制、演员等，以及

增加曝光度和知名度。

尹香今是万达影视总经理，也是今年金鸡

创投评审团的评审之一，她坦言，从复评到终

极路演，能够看到青年导演有很好的想法，但

电影要走上市场，还是要考虑对于投资人的回

报率。这些市场反馈，是目前很多青年导演身

上缺少的，而在金鸡创投会中，评审团恰好能

够进行补充。

推心置腹

让创作者对项目落地更有把握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创投的意义是资深

从业者利用行业经验，对相关项目进行考量和

评估，从而帮助更多潜心创作的年轻人得到被

资本和行业青睐的可能。

对于评审来说，面对这些年轻人，笔下是

权利也是压力。从业多年，他们深知青年导演

磨创作的默默付出，见过“江湖骗子”不靠谱的

夸夸其谈，自然也就懂得藏在青年创作者急切

眼光后的迷茫。

于是，在创投现场，项目的实操性得到了

评委们的格外关注，经过路演中的交流，年轻

创作者对项目的执行落地也有了进一步的

把握。

在11月11日举行的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推

介仪式上，推介了创投大会评选出的 8 个奖

项，包括“中国好故事”优胜项目、“艺术之光”

优胜项目、最具潜力导演等。

获奖项目中，《在鲸鱼里游泳》电影项目成

为最大赢家，获得“艺术之光”优胜项目、最具

潜力导演和“金鸡创投·ITG 特别奖厦门制造

优胜项目”三个荣誉。该项目导演钟凯峰表

示：“金鸡电影创作大会，我认为是国内最顶

尖、最有含金量的创投平台，在这里不仅能够

得到很好的宣传和推广，也能得到业内很多顶

尖创作者和制片人们的建议和指点，我觉得是

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同样获得“金鸡创投·ITG 特别奖厦门制

造优胜项目”的《地球文明外星观察员》导演黄

欣也坦言：“通过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确实学到

了很多，认识到很多新朋友，从评委老师那边

也得到很多指导意见，回去会很认真地去思考

这些建议。感觉厦门这边特别友好，一直给我

们介绍各种适合的拍摄资源，帮助一个影片去

落地、去完成，我觉得可以多了解一下，看怎么

能在厦门就把电影项目给做下来。”

保驾护航

创投的关键在“助力”上

“我们重视创投，我们珍爱创投。这是在

为中国电影能呈现出春色满园、百花盛开，年

轻人脱颖而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的生动局

面，而扎扎实实做出一点推动和贡献的工作抓

手。”在11月10日的金鸡电影创投会主单元终

极路演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表示。

自 2019 年以来，连续举办四年的金鸡创

投更像是一个枢纽，一方面承载着年轻电影人

的梦想，另一方面也为整个行业提供优质

内容。

今年，在“贴出告示”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第四届金鸡创投大会共收到符合报名要求的

项目1688个，征集数量远超去年，也遥遥领先

国内同类创投赛会。

参赛的创投项目类型题材多元，从分布上

看，居首位的依然是剧情片，占比将近三分之

一。与往届相比，主创人员年龄结构基本一

致，80后依然是当前电影创作的主力军，占比

44%；90后和 70后紧随其后，分别占比 27%和

18%；00后参赛者的比例高于去年。

主创人员的学历背景方面，科班出身的项

目主创不在少数，包含纽约电影学院、洛杉矶

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国

内外知名艺术类高校毕业生。监制方面，多位

业内影人纷纷“入局”，由贾樟柯、郑大圣、田壮

壮、万玛才旦、曹保平、刁亦男等知名影人担任

监制的项目，也申报了今年的金鸡创投。

但“攒好盘子”只是开始，一个负责任创投

平台的关键在“助力”上。

于是，在组委会的努力下，黄建新、管虎、

姚晨、文牧野等资深电影人相聚在 2022 年金

鸡电影创投大会的现场，为站在起跑线上寻找

机会的青年电影人们“保驾护航”。制片人、演

员刘德华，演员王景春、导演饶晓志也来到“金

鸡报晓制作中项目单元”担任主评审，切实为

中国青年电影人解决燃眉之急，同时将优秀作

品与产业资源有效对接。

经过创投评选，刘德华坦言：“很多评审都

说，其实今年多了一些特别跟我们‘较劲’的创

作人，这种激情非常值得我们这样继续办下

去，未来的日子我们陪大家一起过。”

提质升级

金鸡创投和创作者一同共成长

截至目前，四届金鸡创投获奖项目中已有

超过30部作品转化落地。去年金鸡电影创投

大会入围项目《怒江》和《屋顶足球》剧组也来

到现场推介。目前这两部电影已完成拍摄，进

入后期制作阶段。

《屋顶足球》项目的导演廖飞宇分享道：

“刚刚还有人跟我说，你很幸运，黄建新导演做

你的监制、任宁做你的制片人。我也觉得自己

真的很幸运，以前觉得很孤独，来到创投大会，

感受到薪火相传。”

“黄建新导演陪我回北京，在剪辑室一个

镜头一个镜头地看，大半夜我们在机房里，热

烈地讨论。在黄导的帮助下，我做了制作结构

的调整，黄导又帮我找了很好的特效、音乐，当

我提出想要补拍时，他们全力以赴……”廖飞

宇说起这一年来的一幕幕。

黄建新也感慨道：“飞宇问我，你累不累

啊，陪着他们年轻人半夜耗在机房。我觉得其

实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到了创投感觉

自己也变得年轻，创投让人最兴奋的时候，就

是你看到生命的活跃。”

而金鸡创投也和创作者们一同共成长

着。2022 年，金鸡创投首度携手思明区推出

“人才落地扶持计划”，助力优质电影项目与产

业链要素的充分对接，孵化优秀的电影作品，

让更多好故事落地拍摄、真正被人看见。

在今年的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推介仪式上，

金鸡电影创投学院正式启动。据介绍，学院将

围绕金鸡电影创投大会项目展开，打造专业严

谨的课程体系规划，分阶段、针对性培养影视

行业专业技能人才，为电影人创造直达核心圈

层的高质量渠道。

国贸控股集团也与金鸡电影创投大会达

成深度合作，联合发起“金鸡创投X国贸控股

支持计划”，国贸控股集团将投入百万级资金，

支持金鸡创投主单元评委会入围项目，拍摄电

影样片并组织配套活动，共同扶持孵化中国电

影项目。

此外，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还与厦门

广电集团签订文化影视金融创新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助力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电影梦的实现，需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一

起努力。今天我们共同见证项目方在金鸡创

投“出道”，希望在不远的明天，能看到越来越

多从创投走出的优秀项目，落地完拍，登上

银幕。

本报讯 电影《不虚此行》日前亮相金鸡电

影节特别活动“不负热爱”岁末雅集。监制曹保

平现场出席畅谈创作细节，导演及编剧刘伽茵、

领衔主演胡歌录制特别视频，与现场嘉宾一起

分享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

电影讲述了“掉队”的普通编剧闻善偶然改

以撰写悼词为生，在与各色普通人的相遇里，闻

善慰藉他人、也获得了温暖，最终找到自己人生

方向的故事。影片由胡歌领衔主演，吴磊、齐溪

主演，白客特别出演，影片更有多位实力派演员

加盟，全阵容敬请期待。

面对这部首次将“写悼词的人”搬上银幕的

电影，导演刘伽茵坦言影片故事跟自身经历有

关，是对自己四十岁人生的总结。在她眼中，闻

善不仅倾听、书写着委托人不虚此行的一生，更

用他的所言所行给予大家安慰和力量。非常幸

运的是，这种安慰和力量是双向的。这也让闻善

找到了自信及自我存在价值，对生命有了更深刻

的认知。饰演闻善的胡歌也在分享中动情表示，

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和这部电影”。

参加活动现场的监制曹保平则表示，影片从

题材选择、切入角度及关注的人物情感都具备独

特性，借闻善展现着普通人之间的温暖与治愈情

感。而关于网友备受期待的，胡歌与吴磊此次的

三搭合作，曹保平也在现场惊喜透露，吴磊饰演的

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是胡歌的另外一个镜像”，角

色关系值得期待。与此同时，曹保平坦言影片还

有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演员加盟，敬请期待。

《不虚此行》由成都煅影炼金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阿里巴巴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北京标准映像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霍尔果斯联瑞木马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阿那亚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发行，北京标准映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

煅影炼金影业是导演曹保平“新导演计划”与“新

类型影片”探索的全新厂牌。 （赵丽）

本报讯 追光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近日

亮相金鸡电影节特别活动“不负热爱”岁末雅

集，导演邹靖现身活动现场分享创作细节，这也

是追光动画继“新传说”、“新神话”后，“新文化”

系列的首部作品。

《长安三万里》曾在《新神榜：杨戬》片尾以

彩蛋的形式初现真容，讲述在安史之乱爆发后

数年，吐蕃大军攻打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

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

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此次金

鸡特别活动也是影片首次对外公开创作初衷和

制作细节。

导演邹靖在活动中表示，“新文化”系列和

以往追光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会以历史中广为

尊崇的闪光人物和经典作品作为创作对象，希

望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向当下的年轻观众和家

庭观众讲述这些闪光人物的故事，艺术再现经

典，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经典作品有更深

入的了解和热爱，传承和展现中国文化在当代

的自信和力量。电影会着重讲述李白、高适两

位大诗人的生平经历和深厚情谊，他们同时代

也有很多著名诗人、艺术家和爱国将领等。电

影里会看到这些杰出人物的群像，感受到他们

的才华和远大的理想抱负。他们这种以身报国

的情怀，即使过去千年，也依然有着感动当代年

轻人的力量。

影片将维持追光动画一贯高水准的制作和

审美，导演邹靖称，“这部作品会一如既往的美，

但《长安三万里》的美是壮美”，电影会从各个角

度来展现大唐的盛世风貌和天朝气韵，比如呈

现长安城的繁华，和黄鹤楼的瑰丽，以打造画面

之美。通过对众诗人、艺术家和爱国将领的刻

画，以及对唐诗的展现，让现代观众感受到文人

武将的才华和豪情，体会到唐诗跨越历史的生

命力，来体现其精神之美。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由追光动画新导演

谢君伟、邹靖共同执导。 （赵丽）

本报讯 由吴有音编剧、执导，蒋雯丽、黄

轩、黄小蕾、罗辑、林栋甫主演，马思纯特别出

演的爱情电影《恋曲尘封》亮相金鸡国产新片

展并举办中国首映，并同时释出先导海报和一

组剧照，首度官宣演员阵容，引发全网关注。

影片讲述了一段“错位”的初恋，奏响了尘

封的恋曲。和海报一同释出的剧照亦呈现了

戏剧性的故事交织——阔别大银幕已久的蒋

雯丽优雅归来，低头不语的黄小蕾满腹心事，

青年演员罗辑同黄轩一起在老上海的弄堂里

奔跑穿梭，“老戏骨”林栋甫一身上海“老克勒”

扮相正襟端坐。特别出演马思纯梳起麻花辫

恬淡清纯，但细看之下手上还有未干的血迹，

似刚经历了一场激烈冲突，引人遐想。

映后交流中，首批观众和不少媒体、影评

人对这部颇具韵味的爱情电影都给予了极高

评价，资深影评人“奇爱博士”评价这部影片为

“既是非常大胆的，在其中认真地剖析和袒呈

自己，展现荷尔蒙的冲动、暧昧不清的情愫；同

时，又处处彰显着克制”。摄影指导邵丹点评

“最打动我的恰恰是故事里毫无章法又真诚的

初恋”。更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同，纷纷表示

被影片勾起心中的那份意难平，再次开启了尘

封的初恋回忆。

在映后现场，导演吴有音也向观众真诚地

分享了影片的创作故事。从“初恋”情感的落

脚点，到上海的人文情怀，从故事的打磨到呈

现方式的调和，现场围绕片中的“初恋”往事泛

起阵阵共鸣。

《恋曲尘封》由禾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美寰宇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林夕影业有

限公司、上海加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芸

禾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盛朋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力禾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嘉影

上行（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永映影业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嘉影上行（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独家全案营销，中国贵酒集团独家赞

助本次首映活动。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10 日，2022 年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系列配套活动，2022星光湖畔电影汇暨

《让这首歌作证》电影发布会在海沧区体育中心

星光大道拉开帷幕。

据了解，星光电影汇活动为期 5 天，由星

光电影汇开幕式、《让这首歌作证》电影上映

发布会、电影海报展、电影主题音乐专场、露

天电影展映五个版块组成，一系列电影主题文

化活动轮番登场，这些精彩纷呈的光影盛宴充

分彰显出海沧电影文化独特的魅力和蓬勃的

生命力。

活动将电影主题与海沧“山海湖岛城”的城

市特性相结合，深入挖掘海沧丰富的自然禀赋

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密切对接金鸡影视资源，从

而让广大群众及电影人能够更好地认识海沧、

了解海沧，共享电影创造之力、城市发展之果。

厦门海沧本土企业家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红

色题材电影《让这首歌作证》在活动上举办了定

档发布会，影片定于11月18日在全国上映。该

片讲述了著名词曲作家曹火星创作《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背后的故事。编剧王兴东、张

佑晨在发布会上说“会唱这首歌的人，并不熟悉

这首歌曲背后发生的故事，只有了解这首歌经

历的故事，才能更好理解这首歌。让这首歌作

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崛起，只有共

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走向繁荣富

强。”第一出品方厦门海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明铃在发布会上讲述了投资拍摄的初衷：“因

为情怀，感恩祖国！感恩时代！”。

2022星光湖畔电影汇活动，展示了电影文

化的独特魅力，集文化、品牌、互动、体验为一

体，海沧市民们也纷纷参与互动，为海沧区献上

一场盛宴，也为市民群众打造一场光影嘉年华，

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

出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美丽的水色湖光和影

视的“星光”交相辉映，共同致敬光影经典，用镜

头书写中国初心故事、用光影传播厦门声音，共

同推动海沧影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海沧“山、海、湖、岛、城”相融一体的自然风

貌为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丰富的画面素材。近年

来，海沧与影视的情缘越结越深，《西虹市首

富》、《九号球衣》、《以家人之名》等热门影视作

品纷纷履足海沧，优越的拍摄环境得到了业界

的广泛认可。同时，海沧区相继出台了一批促

进文化产业、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筑巢引

凤，演员唐国强、刘劲、导演宋业明、青年导演迟

旭、制片人高鹏等纷纷在海沧设立工作室。可

见，海沧影视产业发展大有可为，许多富矿仍有

待挖掘，海沧与影视的美丽相约还将续写更多

更动人的篇章。

下一步海沧区将继续加快布局数字影视产

业，完善数字技术赋能，大力挖掘影视交流空

间、文旅项目等资源，不断将这一产业链条做大

做强，“以节促产”、“以节促城”，立足海沧对台

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深入挖掘海沧人

文资源禀赋，主动嫁接“金鸡”平台，推动两岸电

影交流合作，扎根人民群众，讲好中国故事，努

力为厦门电影产业发展贡献海沧力量，以引领

时代之先的文化事业铸就更加坚定的文化自

信，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姬政鹏）

让梦想成为可能 让剧本变成电影
——第四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侧记

《不虚此行》亮相金鸡特别活动

曹保平刘伽茵胡歌分享创作细节

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亮相金鸡

《恋曲尘封》金鸡首映
蒋雯丽黄轩马思纯演绎时空交错的初恋

2022星光湖畔电影汇厦门海沧开幕
《让这首歌作证》现场定档11月18日

刘德华（中）、王景春（右）、饶晓志在创投大会现场
曹保平

邹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