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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电影创作论坛举行

立足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讯 12月20日，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四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电影创作论坛在

三亚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电影学院

高级讲师、博士王煊主持。

21世纪的中国，在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下，面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一个重

要的发展命题。因此，第四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电影创作论坛以“立足国

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邀请

到导演、编剧章明，编剧、监制张家

鲁，制片人、发行人，新丽传媒集团高

级副总裁兼新丽电影 CEO李宁，制

片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逸松，美术指导、北京壹跋文

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韩忠，

制片人张宇参加，共同探讨全球化视

野下我国电影创作的国际表达问题。

论坛上，各位嘉宾围绕“立足国际视

野，讲好中国故事”主题，碰撞思想火花，

为中国电影回归内容本身，实现电影创

作的国际化表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立足国际视野

探讨电影创作

论坛从探讨电影创作为何要立

足国际视野，以及中国故事如何走出

去问题切入。王煊认为：“电影的传

播虽然涉及到各个环节，但是内容创

作始终是核心，因此中国电影人需要

在国际视野下，重新审视我国电影创

作的国际表达。”电影作为文化产业

的龙头，是文化宣扬与传播的重要媒

介。如何能够增强国产电影的海外

影响力，传递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各个领域的民族特色和正能量，是

每个电影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章明表示：“在中国目前的电影

生态环境下，其实大多数走向国际视

野的反而是那些底部小制作公司，他

们可能更愿意保持自己的原创精神，

秉持人类共同的价值。因此中国电

影走向国际，最为基本的就是要立足

底部，要培育好的土壤让各种想法、

各种创意能够在此生根发芽。”

张家鲁则从电影创作角度，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电影

需要和当下中国观众的生活方式、生

活习惯、价值观更好地融合，“过去二

三十年我们都在学习所谓美国类型

电影，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停下

来去想有没有更适合中国观众的故

事讲法，能把我们的价值观或生活形

态推广到世界，能够让其他国度的人

也能够觉得早上起来去喝杯茶，是一

个我想要的生活形态，可能我们未来

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挑战跟历程。”

针对如何立足国际视野，讲好中

国故事的议题，李宁提出：“我觉得当

下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办法让中国观

众回到影院，喜欢看我们的电影，这

样我们从学术研究、创新、投资、制片

到宣传、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才

能复苏，复苏起来我们才可以真正做

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让市场有片子，让观众重新走

回电影院”也是张宇所期望的，“我们

希望能够先把观众重新请回电影院，

也很希望通过电影节可以帮助到具

有国际视野的先锋化选题项目，在真

正意义上帮助他们，将他们推广出

去。”

张逸松围绕“国际视野”概念，阐

述了自己的看法：“国际视野应该是

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国际视

野是我们要看到世界现在变成了什

么样，有哪些新鲜的技术、新鲜的方

案。大家在表述和关注哪些话题，这

些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做出更好的

电影、更好的故事，而不是单纯为了

让我们的电影卖到海外去。”

韩忠从中国电影的三个国际化

时期进行梳理，分析了过去每个辉煌

阶段的独特之处。“我认为中国电影

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强烈的民

族性。第二个阶段是香港电影，它形

成了一个在当时能够跟好莱坞抗衡

的一种方式。第三个阶段是第五代

的崛起，是电影人在那个时代的坚定

表达。”而现在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之

路还有待共同探索。

回归内容本身

讲好中国故事

电影源自技术的发明以及人类

对影像捕捉与再现的迷恋。王煊认

为：“早期电影以写实自然主义风格

构筑了电影的纪实性传统，但蒙太奇

强大的叙事能力必然引导电影走向

叙事类艺术形态，其背后的深层次原

因是人类对于故事讲述的依恋。”因

此，电影内容创作始终是电影的

核心。

章明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验：

“电影创作需要共性和个性结合在一

起，没有个性就谈不上创作，也谈不

上跟外界的交流。因此，电影必须要

有自己跟其他地域的差异，这样才能

促成交流，才能建立起作品的个性。”

从内容创作角度，张家鲁提出，

“不要去考虑影片的类型，所有的创

作都是一样。要先从故事本身维度

去讲好它，这是生存的需求，我们需

要在电影市场上生存下去。无论商

业类型电影还是作者电影，先锋性和

创新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一

味地学好莱坞，我们要有自己的东

西。”

李宁则从企业家的角度，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中国观众希望能够看

到更多有共鸣的东西，他们才会去支

持。我认为现在的电影企业活下去

是第一位，但是我们怎么活下去，其

实就是在不遗余力地讲好中国故事

的同时，要强化自己所擅长的类型片

打造，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向世界。”

在张逸松看来，有些影片需要结

合国际化视野，而还有大量处于中间

的基石类影片并不适合走向国际，这

类电影的市场主要看国内。

美术是电影创作的视觉基础。

韩忠结合之前参与韩国电影美术工

作的经历谈到：“我们的专业能力并

不逊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我特别不

希望这个事情继续这样，我经常跟导

演或制作公司和制片人聊，电影美术

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它的工

作最多是20%，而且也只能是你完成

了前面的 80%之后才能看到我们的

工作。” （姬政鹏）

本报讯 儿童电影曾是中国电影

辉煌的一部分，是少年儿童心智教育

及审美教育的重要窗口；在新时代语

境下发挥儿童电影美育、德育、启智

润心的教育功能愈加重要。今年正

值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华诞，12月

20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

国儿童电影产业发展论坛”在三亚举

行。通过回顾与展望、守正与创新，

让更多、更好的电影人深入当代少年

儿童生活，潜心创作。“以思想深刻、

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开

创下个百年儿童电影的广阔新天地。

海南省文联主席、省文联作协党

组书记、中国文联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夏斐参加论坛并致辞，原国家广

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原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导演江

平做论坛主旨演讲，内蒙古电影制片

厂副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冯译

葳，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少

年儿童演艺委员会副会长邵非作为论

坛嘉宾围绕议题分享了观点。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杨步亭，美国电

影协会大中华区总裁冯伟，电影演员

郑昊参加论坛。论坛由青年电影人、

蓝光少年系列总导演扬帆主持。

铸就新时代儿童电影新辉煌

夏斐在致辞中说到：“儿童是国

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国的

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实现第

二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主力军。”“在全国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我们乘着第

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东风，举办

一场中国儿童电影产业发展主题论

坛，共同探寻新时代儿童电影未来发

展的更多可能性和丰富性。”

长期致力于儿童电影事业是需要

有情怀的。回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百

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江平在《自信自

立自强——铸就百年儿童电影辉煌》

主题演讲中讲到：“我拍过不少电影，

各种题材各种类型，但是我对儿童电

影的感情最深，我七岁开始从事文艺

工作，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儿童

电影在我心中有着它特殊的位置，我

自己导演了《真情三人行》、《纸飞机》、

《寻找成龙》、《孤岛秘密战》等很多的

儿童电影，儿童电影在我心中的位置

很特殊，特殊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儿童

电影一路走来崎岖坎坷，一路走来筚

路蓝缕，一路走来成就辉煌，因此作为

一个儿童电影工作者，把儿童电影始

终放在心上就是电影人的职责。”

海南岛做好儿童电影有其独特

优势，不仅坐拥天然摄影棚之独特优

势，更乘海南自贸港发展之东风，汇

聚一切资源发展儿童电影事业，让海

南岛成为中国儿童电影产业价值链

的新高地。在嘉宾论坛环节，青年电

影人、蓝光少年系列总导演扬帆说：

“《蓝光少年》系列作品不仅要立足海

南拍摄，还要打造《蓝光少年军校》影

视总部基地，紧扣军事国防题材生产

创作蓝光少年系全品类内容 IP。”
儿童电影教育和儿童影片发行

一直都是比较薄弱的环节，邵非认

为：“电影就是商品，就需要挣钱，就

需要获奖，这样才能有影响力，才能

可持续走下去。儿童服装挣钱、儿

童文具挣钱、儿童图书挣钱，沾点

‘儿童’的都挣，为什么儿童电影不

挣钱？儿童电影是一片蓝海，虽然现

在不好，现在不好是因为缺乏优秀的

头部作品，缺乏爆款作品，缺乏做出

好的作品给别人信心。”

冯译葳给现场分享了内蒙古电

影集团、电影制片厂在儿童影片方面

生产创作的经验，她认为“孩子是精

灵、是天使，有时是来救赎我们这个

成人世界的。从我个人而言就是从

儿童片开始的，是孩子给了我一个抱

回金鸡奖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

2021年两会期间在内蒙古代表团的

讲话里提到‘三千孤儿入内蒙，齐心

协力建包钢’，我们就用实际行动把

它落地了。《海的尽头是草原》是一部

非常独特的民族题材电影，讲述了草

原真情、人间大爱的共和国往事。”

“孩子是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一种褒

奖和馈赠，他们的心灵充满着好奇的

心理，我们作为电影人或文艺工作

者，有责任有使命，用光影世界的独

特魅力和魔力来引导和启迪孩子们

去热爱这个美好的世界。”

《蓝光少年军校》影视总部

基地落户海南自贸港

论坛环节后，《蓝光少年军校》影

视总部基地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正

式落户海南自贸港。项目规划占地

300亩，三期工程总投资预计10亿人

民币，涉及《蓝光少年军校》影视基

地、《蓝光少年电影制片厂》制作基

地、《蓝光少年电影学院》教育基地、

《蓝光少年团总团》艺训基地四大主

体板块。目标打造“蓝光少年”电影

IP产业链生态系统。立足海南自贸

港，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扛起一面旗帜、创出一片天地。

（姬政鹏）

本报讯 12月24日，第四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未来影像与数字经济”——数

字科技论坛在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

心顺利举行。论坛由“数字化技术助推

电影工业化发展”主题演讲和专家对谈

两部分组成，中国电子商会元宇宙专委

会副理事长李玖君担任主持人。

为响应国家政策关于数字经济发展

的号召，探索现有技术平台对影像产业

发展的助推作用，剖析影像工业在未来

的发展趋势，解读国家数字经济产业政

策，论坛邀请到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5G专

委会主任孙伟，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科

学艺术中心主任张之益，北京天工异彩

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常洪

松，腾讯互娱CDD 制作总监李海峰，“第

一推送”联合创始人，资深投资人肖炬，

畅谈数字影像与空间媒介技术发展引导

的未来商业变革，谋划未来商业与影像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从技术生产角度

探察影像技术进步的必然性

电影是科技和艺术的结晶，数字技

术的发展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想象空间。张之益在《数字化技术助

推电影工业化发展》主题演讲中就电影

生产过程以及发展过程当中技术进步的

必然性展开讨论，探究电影的数字化对

人的关联、经济的关联、人的艺术关联

以及对思想创作和文化传播的影响。

演讲首先明确了技术的概念，“传统

观点是从功能和工具上探讨技术的应用

和服务，但是今天我们更多的发展是技

术的自我成熟和走向，核心是一个成熟

的系统工程对社会的影响，这个系统工

程包括生产方式、组织结构，这些已经

不再是观念和方法，而是技术。”

张之益指出，传统电影影像全部由

实际拍摄得到，是“取像式”生产工艺；

而随着创意可视化技术、动作捕捉技

术、虚拟摄影技术、虚拟数据资产技术

等数字化虚拟制作技术的成熟，未来影

像的生产工艺将逐渐转变为以“造像

式”的虚拟制作为主导。

传统电影的商业模式主要为线性价

值链，其创作和生产的过程本身往往不

能创造独立价值。而随着虚拟制作技术

在电影影像生产中的深入应用，虚拟数

据资产一次生产多次数开发、多平台开

发、多样态开发的价值倍增模式日益成

为电影业价值生态延展的重要基础，成

为电影产业向数字经济延伸的重要

资源。

随着虚拟制作技术在电影领域的广

泛应用，电影行业对于具有实时性、高

效性的引擎渲染技术的需求日益显现。

而随着游戏引擎的渲染画质逐渐向影视

级别的画质靠拢，未来实时引擎技术在

电影虚拟化制作中将日益凸显重要的工

具价值，将搭载其它虚拟技术，共同推

动电影影像创作生产体系的引擎化、服

务运营体系的引擎化及底层虚拟世界的

引擎化。

虚拟现实影像为人类创造了一种

全新的视觉经验，并在全景视野、交互

体验、信息维度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

破，打造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视觉体验美

学下的新影像体系，它从影像表达、观

赏形式等多个维度为自己开辟了一条

全新的道路，也将在新一轮电影影像科

技驱动的大众文化变革进程中赢得发展

先机。

流程细化、专业分工、质量控制是电

影工业化体系下制片模式发展的应有之

义。随着“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

市场、大影响”的重工业电影日益成为

全球电影市场的主流，传统的手工作坊

式的电影内容创作生产模式将逐渐被淘

汰，在数字化时代，依托于社会化生产

平台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将以其社会

协同生产、专业模块分工、质量标准控

制等平台特性而推动电影制片模式的跨

越升级。

立足数字化时代

思考未来电影产业的新发展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由计

算机生成的虚拟影像已经成为信息与文

化视觉传达的重要载体。从电影的发展

历程上来看，上次重大变革是数字电影

的诞生。李玖珺认为“视觉化信息传递

的方式从原来的胶片电影的取像到现在

数字化生成的技术造像，从影视剧到长、

中、短视频，从广告到直播，无一不是数

字化技术的应用变革。”

常洪松结合自身实践经验，介绍了

电影虚拟制作的过程，“现场虽然有导

演、美术指导、表演指导，但实际所有基

于算法的动作捕捉、表情捕捉和渲染等

内容生产全部在计算机上完成。从以拍

摄为主的生产方式慢慢变成以造影的方

式来生产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

门槛，让更多有创意、有想法的人参与进

来。”

李海峰从游戏视角出发，指出了游

戏行业与电影行业的双向推动作用，

“影视行业正在兼容游戏的强互动、强

交互和重体验的方式，与此同时，游戏

的叙事手法以及情节设置也开始慢慢

向影视制作靠拢，尽管这种制作还远远

没有到市场化和规模化的应用，但是我

认为它确实在某些方面解决了行业痛

点。”

肖炬则从跨行业、跨领域的角度表

示，电影和元宇宙的结合与融合是得天

独厚的优势，怎么利用元宇宙为传统的

电影剧本创作、电影的宣发以及后续的

营销服务，让电影实现价值链的延展，这

是需要更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在孙伟看来 ，5G 引发了影视产业

VR、AR变革以及沉浸式体验，“可以说未

来的影视是参与式、沉浸式和体验感都

非常强的影视艺术。未来影视巨头一定

是科技巨头，而真正的影视巨头也离不

开科技的掌握。“

张之益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我自己

是做电影科技的，我反复强调的是科技

要重视，但是不能强调，科技应用要适可

而止。科技也不能简单地工具化，科技

虽然是一个工具，但是不能只是一个工

具而已，它不是目的。”对此问题，李玖珺

也补充说到“在科技和工具的基础上，重

要的还是人，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对艺

术的存储和记忆。”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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