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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映”：光影盛宴 邀您采撷

荟萃古今中外  开启对话窗口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

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又在这个春天

盛大启航，而每年的“北京展映”都是和

影迷们的一次亲密约会。

2019 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进入了第

九个年头，也是“北京展映”开办的第九

年。今年会有近 500 部作品于 4 月 6 日起，

在北京的 30 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

校影院进行为期 15 天的集中展映。

本届“北京展映”一共分为 16 个主

要单元。大类上有 "“特展单元”、“焦

点单元”、“致敬单元”、“嘉年华单元”、

“视野单元”、“动画单元”、“一带一路”

单元等，几个大类下还有细分的小类别，

比如“嘉年华”中就包括了“系列饕餮”(《疯

狂的麦克斯》系列、《谍影重重》系列 )、“迪

士尼真人公主”、“午夜场”和“舞台映

像”几个子单元。如此细分，既清晰严谨，

体现了“北京展映”为影迷服务的心态，

又是对作品艺术性的准确揽括。

今年的“焦点单元”主题是跨界，聚

焦了三位风格迥异的导演：墨西哥城联

邦区导演阿方索·卡隆、当代中国台湾

电影的领军导演蔡明亮以及中国吉林导

演张律。在“致敬单元”里，既有对日

本巨匠黑泽明、名家大侠金庸的致敬，

还有对树木希林、斯坦利·多南等离世

影人的追忆。“动画单元”则特别聚焦

日本新一代代表人物细田守，他的作品

和另一个子单元“动画即电影”一起，

组成了“北京展映”史上最庞大的“动

画单元”。“真实至上”与“纪录单元”

所代表的纪录电影单元，同样也将刷新

以往的展映体量。

2019 年，又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往

前追溯 80 年，《乱世佳人》等影史经典

在 1939 年横空出世，而 20 年后的 1959

年《四百击》引领法国新浪潮，2019 年

的中国电影又将迎来怎样巨大的跨越和发

展，我们将拭目以待。“1939-1959-2019：

光影奇遇”可以带影迷们穿越时光，回溯

既往，追忆影史之伟大，又展现我们当今

中国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2019 年，更为特殊的，是恰逢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所以“北京展映”设置了“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年单元”，来回顾中国

电影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流彩时光”、

“镜寻东方”两个子单元，将《庐山恋》《早

春二月》等众多经典悉数囊括，从多个角

度呈现新中国 70 年里的岁月流变以及新

中国电影取得的非凡艺术成就。

今年更有专设的“一带一路”单元，

是“北京展映”的一个重点所在。“丝路

光影”、“超越宝莱坞”、“日本电影周”、

“印尼风情画”、“荷兰新生代”等子单

元汇聚了一年来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中斩获

大奖、备受好评的影像佳作，《野梨树》《方

寸之爱》《无所谓乐队》等佳片荟萃云集，

以“一带一路”为串联，生动勾画了沿线

国家的电影文化创作图景，是这些国家美

丽文化、可爱人性的集中展现。

经过九年的发展，北京国际电影节已

经成为专业性、创新性和高端化的国际电

影盛会。“北京展映”跨越时间、地域和

语言的选片策略便是打造国际化全方位电

影格局的体现，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不

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电影共聚一堂，既为

影迷们提供了一次丰富多彩的光影盛宴，

也为不同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多元开放的

窗口。

光影与时代交融  勾画前行图景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映照着时代的变

迁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49 年成立，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一元复始，

每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都是影迷们的一次狂欢和朝圣之旅，一部部中外佳作，一部部大师电影，让电影爱
好者们充分享受电影的魅力。今年的“北京展映”共分 16 个主要单元，将会有近 500 部作品展映，它们当中有我们熟悉
的“老朋友”黑泽明、希区柯克，也有日本新一代动画大师细田守、好莱坞“墨西哥三杰”之一的阿方索·卡隆。除了这
些伟大电影人的作品之外，今年的“北京展映”仍不乏有像《2001 太空漫游》《四百击》《辛德勒的名单》等经典佳作。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北京展映”倾力搭建光影平台，挚诚为广大影迷朋友服务。在这个四月，让我们
一起尽情享受光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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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更新。

70 年来，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变成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国。

在诸多展映单元中，“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年单元”值得特别关注，它不仅是

70 年来中国电影取得长足发展的体现，

更映照着 70 年来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现今，中国电影产业进入到高歌猛

进的黄金时代。2018 年，中国生产电影

1082 部，国产电影票房 378.97 亿元，

占票房总额的 62.15%；票房过亿元影片

82 部，其中国产电影 44 部。中国电影在

世界范围内受到的关注程度同样远超以往

任何时期，产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

样一个历史节点，用影像的形式回顾历史，

追忆往昔，正是“新中国庆祝成立 70 年

单元”的意义所在。

中国电影历史源远流长，1905 年就诞

生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49 年中

国电影焕发新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电影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重视。新中

国成立后，广大电影工作者坚持“双百方

针”，创作了一系列深入生活、表现生活

的佳作，此次展映的《早春二月》就是代表。

改革开放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电影创

作也及时地反映着新时代的社会风气，以

《庐山恋》为代表的作品都能在此次特展

中看到。再到第五代导演在美学观念上的

再一次跨步发展，《孩子王》《那人那山

那狗》灵动十足、风格各异的中国故事正

在展映上演。

中国电影从最初起步，到逐渐复兴，

经历了风雨，也获得了荣誉。现今的成果

既是中国电影人获得的非凡成就，也是中

国电影这张中国名片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电影对时代的直

接反映，同样还体现在本届“北京展映”

中的“一带一路”单元。“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近六年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建

设取得明显进展，从倡议到现实，已经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还加强了丝路

国家间的文化互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注入了人文内涵。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多元的，

不是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北京展映”中专设“一带一路”单元，

正是此种思路的展现，是中国电影人积极

回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它以包容、

积极的姿态，串联起丝路沿线国家的电影

创作，以电影架设起人文交流的桥梁，民

心相通的桥梁，对话共赢的桥梁。它提供

了一个国际化、多元化、高质量的平台，

供世界各地电影人欢聚一堂，互利共赢，

促进共同繁荣的合作。

影迷热情回应  惠民共赢未来
每年电影节的抢票场面，似乎已经成

了另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春天，来北

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影迷们用手速、用行动证实着“北京展映”

的成功。

4月1日12时，本届电影节“北京展映”

线上正式开票，立即收到了影迷们的热情

回应，不少大热电影票很快卖光，多项票

房打破纪录。1 分钟总票房突破 200 万，

2 分钟突破 300 万，4 分钟突破 500 万，

9 分钟突破 600 万票房……今年的“北京

展映”依然是影迷们集体拼网速、拼手速

的抢票盛宴。

最 快 售 罄 的 影 片 TOP10 分 别 是：

《2001 太空漫游》《辛德勒的名单》《乱

世佳人》《雨中曲》《日日是好日》《遮

蔽的天空》《东邪西毒：终极版》《低俗

小说》《荒野大镖客》《影武者》。其中，

4K 修复版《2001 太空漫游》开票五秒就

被抢光，创历史新高。

最快售罄的十部，以“修复经典”和“好

莱坞往事”单元影片居多，此外黑泽明、

贝托鲁奇、王家卫等大师的经典作品也在

前十名单上，可见经典永远深受观众喜爱。

除了前十名，还有很多电影也是影迷心中

挚爱。“好莱坞往事”系列中的另外三部

影片也相当抢手：约翰·福特的西部经典

《关山飞渡》、经典歌舞片《绿野仙踪》

和弗兰克·卡普拉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

顿》。

同样热门的还有“新浪潮回声”单元。

代表人物弗朗索瓦·特吕弗和让 - 吕克·戈

达尔的作品自不用说，《四百击》和《筋

疲力尽》开票不久就被“秒杀”。阿伦·雷

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也卖得极快。

票房火热的背后，证明着影迷群体对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认可。作为国内最大型

的电影节之一，北京国际电影节在一步步

走来的九年时间里，不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不断学习进步，提升为影迷服务的

质量。祝愿善于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北

京国际电影节未来会更好。

Beijing Panorama: 
Gala of the Cinema, You are Invi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Essenc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Open a Window 
for Dialogue

 “Spring, come to Beijing to watch 

the best fil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annu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nce again kicked off this 

spring, and every year the Beijing 

Panorama is an intimate date with 

movie fans.

2019 marks the 9th anniversary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 well as the 9th birthday of the 

Beijing Panorama. This year, beginning 

from Apri l  6,  a l ine-up of near ly 

500 films will be screened over the 

course of 15 days in 30 commercial 

cineplexes, art theatres and university 

cinemas across Beijing.

This instal lment of the Beij ing 

Panorama is divided into 16 main 

sections. The major sections include 

the Panorama Special, Focus, Tribute, 

Carnival, Vision, Anim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among others. Each 

major section consists of numerous 

sub-sections, for instance Blockbusters 

(hit franchises like Mad Max and Jason 

Bourne), Disney Princesses, Midnight 

and Theatre Live in Carnival. Such 

detailed, clear and precise division 

exemplifies the fans-first mentality of 

the Beijing Panorama, and represents 

accurate categorization of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each production.

The theme of his year’s Focus 

section is “cross-boundary,” and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ree directors 

of distinct style: Alfonso Cuarón from 

Mexico City,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inema guru Tsai Ming-liang, and 

Chinese director Zhang Lu from Jilin 

Province.

The Mexico City is no 
longer a Federal District 
since 2016.

In the Tribute section, respect 

is paid to Japanese master Akira 

Kurosawa and Chinese legend Louis 

Cha, and dedications will also be given 

to remember Kirin Kiki, Stanley Donen 

and other deceased filmmakers. The 

Animation section shines the spotlight 

on Mamoru Hosada, an icon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animators, and his works 

will join another sub-section to form the 

biggest ever Animation s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Beijing Panorama. The 

"Documentary" section comprised of 

Reality Rocks and Documentary Section 

will also surpass past screening records.

2019 is destined to be a year unlike 

any other. Look back in time eight 

decades, eternal classics like Gone 

with the Wind emerged and rose into 

prominence in 1939, while 20 years 

later the 1959 film The 400 Blows 

championed the New Wave in France, 

so what kind of monumen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await Chinese cinema 

in 2019? We are full of anticipations. 

1939-1959-2019: Adventure of Great 

Cinematic Times looks back at the 

past and commemorates the greats 

Every year, the "Beijing Panorama"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a carnival and pilgrimage of movie fans. 
Chinese and foreign masterpieces, films created by celebrated masters will indulge film lovers in the charm of the film. 
This year's "Beijing Panorama" consists of 16 main units, with nearly 500 works to be shown. Among them are our 
"old friends" Akira Kurosawa and Alfred Hitchcock, as well as the Japanese new generation animation master Mamoru 
Hosada, and Alfonso Cuarón, known as one of “The Three Amigos” in Hollywood. In addition to the works of these 
great filmmakers, this year's "Beijing Panorama" will also present classic works like 2001: A Space Odyssey, The 400 
Blows, and Schindler's List. “Spring, come to Beijing to watch the best fil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Beijing 
Panorama" will serve the movie enthusiasts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is April, let’s 
join "Beijing Panorama" and relish the feast of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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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inema history while demonstrating the relentless 

diligence and pursui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

Even more special about 2019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norama 

Special section set up by “Beijing Panorama” 

in order to reminisce the several decades of 

advancement of Chinese cinema. The two sub-section 

Flourishing Times and China through the Lens will put 

on display a myriad of timeless classics like Romance 

on Lushan Mountain and Early Spring in February, 

and adopt multiple angles to showcase the changes 

of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the extraordinary 

artistic feats achieved by the cinema of New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section is a focal point 

in this year’s Beijing Panorama. Sub-sections such 

as Light of Silk Road, Beyond Bollywood, Japanese 

Film Week, Indonesian Cinema Today and Dutch 

Children’s Films have assembled a large number of 

award-winning masterpieces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The Wild Pear Tree, Love Per Square 

Foot, Yowis Ben and other remarkable productions 

from n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vividly 

outline the cinema cultures and creativity in their 

countries, and can be considered a concentrated dose 

of the wonderful cultures and ami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se countries.

After nine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 lm Festival has emerged as a 

professional, innovative and upsca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Beijing Panorama’s time-, space- and 

language-transcending film selection principle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im to foster an internationalized 

and full-spectrum cinema structure. From past to 

present, from domestic to foreign, movies from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gather under 

one roof to provide fans with a diverse and colorful 

feast of film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opening a 

multifaceted and opened window for dialogues 

across cultures.

Integration of Cinema and Era, 
Lay our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Films are the mirror of their times, reflecting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er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and after 70 

years of thick and thin, everything comes around to a 

full circle an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Over the past 70 years, New China has achieved 

great feats that have awed the world, transforming 

from an impoverished agricultural state into an 

independent, prosperous, powerful and peaceful 

nation. Of the numerous Beijing Panorama sections,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norama Special 

section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because not only 

is it an embodiment of the accomplishments of 

Chinese cinema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monumental changes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se 

seven decades.

Today,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a golden 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2018, China 

produced 1,082 films and recorded RMB 37.897 

billion in box office for domestic films, accounting 

for 62.15% of total, and there were 82 movies that 

grossed more than a hundred million yuan, including 

44 Chinese films. Interest in Chinese films has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far beyond any previous 

stage,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inema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Present day is a period of 

momentous feats, and using films to recap history 

and remember the past at this historic turning point is 

exactly the meaning behind the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norama Special section.

Chinese cinema has gone through a rather long 

history, marked by its first movie Dingjun Mountain in 

1905, and it unleashed tremendous vitality in 1949.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w government took a keen interest in cinema. 

After the inception of New China, filmmakers adhere to 

the "double hundred principle" (hundred flowers bloom 

together, hundred schools vie for glory together), 

creating a series of masterpieces that are based on 

real life and reflect real life, as exemplified by the likes 

of Early Spring in February. After the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up, society took a turn for the better 

and cinematic creativity stayed abreast of the time 

to echo the vibrancy of th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with many pieces in this category such as Romance 

on Lushan Mountain scheduled to screen during this 

Panorama Special section. Moving forward in time,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directors achieved leapfrog 

advancement in their aesthetics, and artistically refined 

and stylistically diverse Chinese stories like King of 

the Children and Postmen in the Mountains from this 

period will be shown in this section.

From the advent of Chinese cinema to its gradual 

ascension into the limelight, the process was filled 

with challenge but also glory. Fruits reaped today are 

remarkable feats of the filmmakers of China, and also 

notable accomplishments attained by Chinese cinema 

as a cultural and national beacon of China.

A new era mandates a new mindset. The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times seen in movies is also 

embodied in the "Belt and Road" section of the Beijing 

Panorama. In the six years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first proposed, establishment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 have 

made clear progress. From an initiative to reality,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interested public product.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so strengthened the mutual 

cultural connectivity between nations of the Silk Road, 

injecting humanistic qualities into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e "Belt and Road" is open and diverse, and it is 

not a solo performance but an orchestra comprised 

of n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Belt and 

Road" section specially set up at the Beijing Panorama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is mentality and a proactive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Chinese 

filmmakers. With an inclusive and active stance, it 

connects the cinematic creativity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th films it builds a bridge to facilitate 

humanistic communication, a bridge to accommodate 

the heart-to-heart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s, and a 

bridge to expedite dialogues for win-win partnership, 

and with an internationalized, diversified and high-

quality platform it allows filmmak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to gather together, benefit from one another and 

promote joint prosperity hand in hand with each other.

Enthusiastic Response from Fans, Benefits for 

Citizens Create Win-Win Future

The rush for tickets for each year's Film Festival 

has almost become a distinct cultural landscape in 

its own right. “Spring, come to Beijing to watch the 

best fil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s not just a slogan, 

and movie fans have used their mouse-clicking speed 

and action to prove the success of the “Beijing 

Panorama”.

On 12:00 April 1, tickets for “Beijing Panorama” 

of this edit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ficially went on sales, and movie fans immediately 

responded with zealous fervor, with tickets for quite 

a number of hits being sold within a short period 

and numerous box office records broken. Passing 

two million yuan in one minute, passing three million 

yuan in two minutes, passing five million yuan in four 

minutes, passing six million yuan in nine minutes...this 

year's Beijing Panorama is still a ticket-grab frenzy 

where film enthusiasts compete in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and hand speed.

The top ten fastest sold-outs are: 2001: A Space 

Odyssey, Schindler's List, Gone with the Wind, Singin' 

in the Rain, Everyday a Good Day, The Sheltering 

Sky, Ashes of Time: Redux, Pulp Fiction, A Fistful of 

Dollarsand Kagemusha (Shadow Warrior). Of which, 

tickets for the 4k remake of 2001: A Space Odyssey 

was sold out in merely five seconds, shattering the 

previous record.

The top ten fastest sold-outs are primarily remakes 

of classics and films in the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sub-section, alongside signature works of 

masters like Akira Kurosawa, Bernardo Bertolucci and 

Wong Kar-wai. Clearly, classics are classics because 

they are still cherished even today. Other than these 

top ten films, a score of other movies are also fan 

favorites. The other three constituents in the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sub-section are also quite 

popular: John Ford's timeless Western shoot-out 

Stagecoach, fantasy and choreography classic The 

Wizard of Oz, and Frank Capra's hallmark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Also hugely popular are movies in the New Wave 

Echo sub-section. Not much need to be said about 

icons François Truffaut and Jean-Luc Godard, and 

seats for The 400 Blows and Breathless were all "gone 

in seconds," while tickets for Last Year at Marienbad 

(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by Alain Robbe-

Grillet also sold out in a flash.

The explosive box office signifies the widespread 

approval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mong movie fans. As one of the largest film festivals 

in China,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advanced forward and higher over the course of nine 

years one step at a time, continuously 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problems, learning and improving in 

order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its services for the sake 

of movie fan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opes to carry forward its self-renewal and self-

improvement qualities, which will certainly translate 

into an even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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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入围影片《音乐家》举行发布会

4 月 15 日上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入围影片《音乐家》举行了发布会。本片是中国、哈萨克

斯坦两国的首次合拍影片。 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演

员胡军、袁泉、别里克·艾特占诺夫，项目发起人和总制

片人、闪亮影业董事长沈健，哈方制片人谢里克·朱班迪

科夫，艺术指导萨比特·科曼贝科夫，中方制片人王晓燕

出席发布会，与在场的媒体朋友分享中哈两国首次合作的

奇妙体验。

《音乐家》围绕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一生而展开。故

事讲述了他因战争所迫，辗转至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

举目无亲、贫病交加的艰难境遇中，冼星海结识哈萨克斯坦

著名作曲家拜卡达莫夫一家，缔结下深厚的国际友谊；在对

祖国的思念中，谱写出中哈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感人乐章。

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是“西部暖流派”的代表导演。

谈及执导《音乐家》的经历，他真诚地表示非常难忘。冼

星海的精神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民，也感动着哈萨克斯坦人

民。“八十年前，《黄河大合唱》在中国的大地上响起，

之后又在哈萨克斯坦回响。冼星海用音乐让中哈两国人民

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激昂乐声中唱响。”

西尔扎提·牙合甫希望通过冼星海这一伟大形象，传递普

世的价值观与情怀。

演员胡军在电影中入木三分地演绎出冼星海的刚毅坚

忍。他在发布会上分享道：“能出演这部电影是件光荣的

事。冼星海是我父亲的偶像，《黄河组曲》《到敌人后方

去》等经典合唱曲目，父亲那一代人都唱过。当他得知我

要出演的消息时非常激动。”胡军表示，《音乐家》能够

让观众更加了解冼星海是如何度过后半生的。为了更加贴

近人物原型，胡军重新学起了小提琴。并且，他出身于音

乐世家，从小耳濡目染，这对他塑造人民音乐家的形象帮

助不小。

袁泉在电影中饰演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虽然戏份不

多，但袁泉深刻地理解了角色身上所承载的思念、希望、

家国情怀等情感。她形容电影中的很多片段都像散文一样，

富有诗意，又传递着信念与力量。

2017 年 6 月 8 日，中哈两国签署《中哈两国政府合

拍协议》，《音乐家》是其中的启动项目。电影在中国、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取景。艺术指导萨比特·科曼贝

科夫指出，剧组里有许多同时

在中哈两国学习的学生，为拍

摄做出了贡献。《音乐家》不

仅是简单的故事片，它还承载

了两国人民的厚重情谊与共同

历史。本片出品人、总制片人

沈健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重

新讲述冼星海的故事。他在阿

拉木图拜访了最后一位见过冼

星海的老人。老人对《音乐家》

的上映充满了期待，还唱起了

冼星海教过他的歌——这是两

国情谊的象征与延续。

这份情谊不仅留存在历史

中、影片中，还延伸到剧组

的日常工作里。胡军坦言自

己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难题就是语言关，大量的内

心独白或对话都需要使用俄

语。而饰演作曲家拜卡达莫

夫的别里克·艾特占诺夫，

在与胡军对戏时，耐心帮助

其解决语言难题。两位男演

员在发布会上也分别向对方

表达了敬意。

中方制片人王晓燕在电影

拍摄过程中，一直奋战在一

线。她提出：“我们与哈萨

克斯坦的同事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即使有语言、生活

习惯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也都能团结一致，为了电影去

创作。”《音乐家》是中哈的首次合拍项目，也拉开了

合作的序幕。哈方制片人谢里克·朱班迪科夫说，《音

乐家》为中哈两国日后的电影合作打下了基础，为文化

交流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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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入围影片《恐惧》昨天在京举行发布会

4 月 15 日，由加雅拉杰执导的印度影片《恐惧》在

北京饭店诺金举行发布会，该片入围了第九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导演加雅拉杰，主演雷

恩杰·博尼可、撒贝特·加雅拉杰出席了本片发布会。

对于此次来到中国，导演加雅拉杰表示非常感谢组委

会能让他带着自己作品来参与“天坛奖”竞赛。今天是

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很开心。

影片讲述一名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人被派往库塔那德

担任邮差，负责给服役士兵的家属递送补助金及信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身份逐渐发生了变化，

从送钱之人变为了报丧之人。

谈到创作《恐惧》的灵感，导演加雅拉杰表示本片的

时代背景设置在二战，是历史上很多人都饱受痛苦的时

期。来自印度的五百名战士都是各自家庭的中流砥柱，

被视作珍宝。但他们并不是为家而战，甚至不知为何而战，

便在残酷的二战中匆匆逝去了生命。虽然如今的我们身

处和平年代，但在世界各个角落，仍有人民在被战争苦

苦折磨。战争的恐惧可谓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惧之一。

作为电影人，本片便是加雅拉杰对战争的控诉。

对于如何看待和理解片名“恐惧”一词，主演雷恩杰·博

尼可表示，自己所理解的“恐惧”就是人们对战争的恐惧，

这种恐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管你身在何处，这种

恐惧总能牵涉成千上万的人。印度虽然没有以国家身份

参加二战，但仍有五百多名印度战士参与到了这场战争

当中。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国土而战，而是为了

全世界而战。对于战争的恐惧，是波及全人类的。女配

角撒贝特·加雅拉杰则认为，纵然世上每个人都希望活

得幸福快乐，但同时每个人也都是心怀恐惧的。正如人

类都知道最终的归宿是死亡一般，每天都在面临着对死

亡的恐惧。无论是战争中的死亡还是生活中家人的去世，

都是恐惧和痛苦的经历。

《恐惧》是导演加雅拉杰“九种情绪”系列的第七部

作品。该片早在 2000 年便已筹备，但因当时的电影制

作技术并未达到其心目中的理想水平，所以选择在 2019

年相对适合的时机将本片带给观众。本片改编自著名小

说，小说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邮差的日常生活，第二部分讲述战

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给邮差带来的情绪变化。书

中的众多章节描写了成百上千的人物，但只有影片故事

提取的两章中，特别提到了邮差这一角色。同时本片也

通过许多大自然场景表达了“恐惧”的情感，例如闪电、

雨、乱飞的鸟等。这些现实的自然元素也为本片赋予了

话剧感的张力。

本片并没有选择通过战争性的大场面来描绘战争本

身，加雅拉杰表示自己是想在二战这一如此巨大的灾难

时刻，通过一个小村庄中的“恐惧”情绪，将残酷的战

争侧写给大家。随着战争来临，开篇画面从丰富多彩变

得黑白无彩，原本有意义的生活变得惨淡。加雅拉杰坦

言，这种细节表述对他是具有挑战性的。至于“九种情绪”

系列发布的情感排序，导演说，每部作品的情感主题都

是从上一部系列作品所聚焦的情感启发而来。

最后被问及是否有意和中国影人合作，导演加雅拉杰

对此持开放态度。他坦言，近年来中印两国的电影产业

都在迅速发展。中国电影市场越发庞大，向全世界提供

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而也使得印度电影人拥有了更

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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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入围影片《恐惧》昨天在京举行发布会

07 消息 NEWS

以真实经历焕发创作潜能的实验性佳作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之《侍者》

4 月 15 日下午，希腊导演史蒂夫·克里克里斯携其

长片处女作《侍者》，出席了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

坛奖”入围影片发布会，分享电影背后的创作过程。

影片讲述了一位老派的侍者雷诺斯经历的一场“谋杀与

反谋杀”的故事。雷诺斯独居于市中心的公寓里。他性格

古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成不变。邻居米兰的失踪事

件打破了雷诺斯平静的生活，他陷入与“金发”和蒂娜难

以言说的关系中。真相在对细节的挖掘过程中渐渐浮出。

侍者是一项单调、循规蹈矩的职业，符合主人公雷诺

斯的生活需求，从中获得安全感——这也是导演史蒂夫·克

里克里斯将其作为角色职业的原因。史蒂夫表示：“电影

的拍摄地点是雅典的一间咖啡屋，我非常喜欢那里的布局。

并且，我在学生时代，也做过侍者。”

影片的灵感来源于导演的亲身经历：他的邻居不幸被

杀害，而他见到了凶手本人。这个事件成为导演创作的契

机。他为这个案件设置了复杂的三角关系：雷诺斯、“金发”

与蒂娜，三人互相拉扯，牵连出故事的真相。

史蒂夫·克里克里斯曾在美国旧金山学习电影，累积

了多部短片的制作经验后，开始筹划电影《侍者》。本片

的筹备期长达五六年。在这部作品之前，导演史蒂夫一直

为实现投资电影的商业目的，出品单位应重点把控投资类型、

知识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三大核心问题。

一、投资类型
1. 投资性质。实务中主要有两类，多数是风险投资，少数是

赚取固定收益的固定投资。

2. 投资方式。实务中一般分为现金投资与非现金投资，后者

多为以摄制服务费、主创劳务费、场地设备费等费用折抵投资金

额的折抵投资。

3. 投资涵盖范围。多数涵盖项目开发筹备、立项审查、拍摄

制作阶段涉及的所有演职人员及各个合作方的费用，但不包括宣

传和发行费用。

4. 付款方式。付款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结合项目进

度分期付款；二是设立共管账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均需明确

税费应如何承担。

二、知识产权归属
1. 细分涉及的作品类型及归属。不同类型不同归属会影响到

项目开发、运作、衍生运作以及收益等诸多方面。

2. 考虑权利归属和运作权分离。在明确归属的情况下，为便

于运作开发，优势互补，可以将权利归属和运作权分离，最大发

挥项目效用。

三、收益分配
1. 明确收益分配范围和类型。一要明确收益分配范围，是全

球范围还是中国大陆或是其他指定地区；二要明确可分配收益类

型，比如电影的发行收益、商务开发收益、维权收益、项目份额

溢价收益、衍生品开发收益以及其他收益等各类收益中，就哪一

类收益进行分配，合同中应明确约定。

2. 明确结算时间、方式、条件及责任等。实践中有很多影片

收益纠纷，就是因为没有预先在合同中设计好分配机制而产生的。

法律顾问联系方式：
郑小强律师  手机：18610817511   邮箱：zxqlawyer@foxmail.com 
董媛媛律师  手机：13911057981   邮箱：dongyy@tiantailaw.com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在评论
家论坛上发言，畅谈新时期中国
电影的发展

在进行电视广告、话剧的工作，还担任过其它电影节的任务。

2017 年，史蒂夫在希腊得到了资金支持，这才能够全身

心地投入到《侍者》的拍摄中。史蒂夫补充道：“虽然这

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很专业，都是我

之前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我经常跟阿里斯·瑟夫塔利斯讨论、

交换彼此的想法，让故事、人物发展得更好。”

阿里斯·瑟夫塔利斯是《侍者》主人公雷诺斯的扮演者，

也是希腊著名的演员。他与史蒂夫共同出演了 2009 年的

希腊电影《狗牙》，两人也因此结下缘分。同样与史蒂夫

结下缘分的，还有《狗牙》的剪辑师欧格斯·马夫罗萨里

迪斯——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的御用剪辑师。他在《侍

者》中继续发挥着《宠儿》里黑色幽默式的剪辑风格。而

谈及与欧格斯·兰斯莫斯的合作，史蒂夫说：“我跟他也

一同制作过电视广告。他拍摄《狗牙》时，因为资金不足，

无法支付额外的演员费用，于是邀请我，在那部电影中出

演了一小部分内容。能与他继续合作是件荣幸的事，他是

一个很棒的导演。”

虽然是导演处女作，但《侍者》已经呈现出史蒂夫·克

里克里斯的潜能与才华。电影将在 4 月 16 日登上北京国

际电影节的银幕，这也是它的亚洲首映。

作为出品单位，您知道应把控哪三大核心问题吗？

郑小强律师微信号                    董媛媛律师微信号

北影节20190416官方日报.indd   9 2019/4/16   3:46:29



08FORUM 论坛

回顾历程，展望艺术电影发展新时代
电影是娱乐，电影是商业活动，电影也是艺术。自电

影诞生以来，作为目前感官体验最丰富的一种内容载体，

早已成为艺术家最热衷的实践之地。中国一直以来都不乏

渴望艺术创作的电影人，但艺术电影在过去许多年里，因

为不具备票房吸引力，一直被市场所忽视。

然而，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观众

的观影素养不断提升，艺术电影也越来越成为电影市场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去年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艺

术电影论坛”还只是一个临时的论坛。今年，在第九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高度重视下，“艺术电影论坛”已

经升格为电影节的六大主题论坛之一。

4 月 15 日下午两点，题为“为何与何为”的第九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论坛”在北京饭店北京宫隆重

拉开帷幕。国内外知名的电影制片人、艺术电影导演、宣

发及放映负责人等等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艺术电影的

发展。

本次论坛到场的领导和嘉宾，有国家电影局副巡视员

陆亮，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陈名杰，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

艺联负责人孙向辉，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副总

经理黄群飞，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主任张晓光，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优

酷电影总经理李捷等。此外，论坛还邀请了来自海外的法

国导演泽维尔·勒格朗，美国电影制片人雅明·奥布莱恩，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副主席希德·甘尼斯。

论坛伊始，陈名杰局长首先发表了致辞，他提到，艺

术电影现在越来越受到北京观众的青睐，艺术电影在北京

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针对现在的艺术电影，他提出了三

点思考，即如何把握好艺术电影的社会属性和商业属性，

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如何把握好创新、

创业、创造三者的关系。

紧接着上台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馆长孙向辉女士，

她带领大家回顾了全国艺术电影联盟的成立与发展历程。

“艺术电影论坛”隆重召开
探索艺术电影发展新方向

2019 年 4 月 15 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论坛”在北京饭店北京宫盛大召开。作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六大主论坛之一，
论坛以“为何与何为”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的艺术电影创作者、制片人、推广人等，分享了各自对艺术电影内涵的理解和工作经验，
广泛交流了国内艺术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展示出了艺术电影参与人的决心与信心。随着国内电影市场不断多元化、多样化，
中国艺术电影必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未来。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简称全国艺联）正式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30 个月以来，全国艺联通过各种

形式已经放映了共计 80 部艺术影片。加盟影院已经覆盖

248 个城市数量达到 3222 家，加盟银幕达到了 3795 块。

活跃在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1 个影迷群，也为全国

艺联的发展提供了温暖的鼓励和支撑。目前正在全国艺

联专线上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累计票房已经超过

了 9 千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去年荣获金狮奖、奥斯

卡最佳导演奖的《罗马》将众望所归，于今年 5 月登录

全国艺联。

对于艺术电影的看法，孙馆长引用了一句电影大师安

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名言：“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

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的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这就

是电影的意义。”

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优酷电影总经理

李捷，为大家带来了第二个主题发布。他通过淘票票购票

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为大家展示了如今中国观影的意向更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全国艺联负责人孙向辉在“艺术电影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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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趋于多元化，观众群体更加趋于年轻化。另一方面，

热爱艺术电影的观众往往是购票的忠实观众，他们会比普

通电影观众更频繁去电影院。最后他表示，阿里影业是一

家非常有使命感的公司，愿意承担艺术电影发展的使命，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经验交流，国际友人的艺术电影之路
艺术电影市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地都已经经历了

较长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成熟、全面的艺术电影产业链。

今天的论坛，也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艺术电影相关人士，

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

来自法国的新锐导演泽维尔·勒格朗，其处女作《监

护风云》就在 2017 年获得了第 74 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

导演奖和最佳处女作奖，成为了欧洲近两年炙手可热的电

影新人。此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也在“艺术电影论

坛”上分享了自己在法国观察到的艺术电影行业现状。

在他看来，即使在法国，艺术电影的生存现在也遇到

了一些困难。艺术电影可以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

面，艺术电影发行的数量却在增多，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

艺术电影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影院，电影院给出了多

样化选择，大家反而不一定都会选择艺术电影。

另一位来自于美国的独立电影制片人雅明·奥布莱恩，

也上台谈及了自己制作艺术电影的经历。他坦诚，拍艺术

电影要做好的作品，也要解决钱的问题，有时候可能非常

难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他分享了去年制作两部电影的故事，

一部是大制作，阵容强大，野心勃勃，但最终因为多方面

的限制，选择了线上发行。另一部是小制作，成本非常紧

张，目前却已经进行了院线预售。

作为经验丰富的制片人，他告诉所有同行们，最重要

的是，在拍摄电影的时候，要给团队营造良好的环境，至

于电影是否能最终取得成功，最好还是由会讲故事的人来

给解答。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副主席希德·甘尼斯绝对能

称得上国际级的电影人，他为中国同行现在如此重视艺术

电影的现状感到欣慰。他表示，艺术电影在全球的电影业

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力不会有任何消

减，未来也会看到更多、更好的艺术影片。

另外，他还为大家分享了美国奥斯卡奖的选片及推广

策略。他提到，年轻电影人是最有热情的，这对于全球来

讲也都是一样的。奥斯卡有许多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的

委员会，会负责去寻找好的电影人。他们寻找的不仅是年

轻的电影人，更重要的是优秀的电影人，只有优秀的电影

人最终才能成为我们的会员。他还提到，奥斯卡现在变得

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国际化，未来也会需要更多的中国电

影人加入。

创作对谈，聚焦乡愁式的本土创作
本次论坛上最受瞩目的，当属由国内四位优秀青年艺

术导演组成的对谈沙龙。沙龙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教授左衡担任主持，邀请了万玛才

旦（代表作《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杨超（代表

作《长江图》）、陆庆屹（代表作《四个春天》）、杨

明明（代表作《柔情史》）四位当前在国内备受瞩目的

新锐艺术导演，共同探讨了中国艺术电影与本土化表达。

万玛才旦去年的新作《撞死了一只羊》入围了威尼斯

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并获得了最佳剧本奖。该片还因王

家卫导演担任监制，受到诸多影迷的关注。左衡老师首

先向万玛才旦提出了问题：“艺术电影对于您来说，是

怎样的存在？”

万玛才旦坦言，艺术电影的创作可能就是一个寻找主

题的过程，是一次精神之旅。但其涉及的主题，是很宽

泛的，不单单是唯一的主题，其实涉及到很多的主题。

他还补充道：“从某个层面讲，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

信仰。”

杨超导演重点讨论了艺术电影的含义，即什么是艺术

电影。他认为，艺术电影的目标，就是要探索电影艺术

的边界，要向全世界的电影史证明中国，也可以发现新

的影像，在电影中创造新的文化。

他还认为，艺术电影票房不好，不应当理解为遇冷，

而是它就是理应如此。艺术电影既不需要骄傲地高高在

上，也不需要悲情的形象来获取同情， 这是没必要的。

作为年轻的艺术电影创作者，杨明明则分享了自己如

何走上导演之路的故事。她坦言，之所以选择拍艺术电影，

是因为自己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思考，这对于自己来说是

浑然天成的。

陆庆屹是四位导演中唯一拍纪录片的导演，今年年初

他以自己家人为对象拍摄的纪录片《四个春天》成功上

映，受到了诸多好评。他提到，如果你热爱自己的生活，

你真的很享受它，那么你就应该记录下来。记录这件事

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记录下来，流逝的时光才能

成为永恒。

如主持人左衡所说，这四位导演在作品中都体现了非

常不同的风格，对于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观察。而正是

这种独一无二的视角和思索，才能为电影艺术注入新鲜

的活力和与众不同的创造力。

商业推进，解放艺术电影宣发思维
论坛的第二场沙龙，则是由知名的宣发放映负责人围

绕“‘艺’海风云：艺术电影发行放映模式探索”主题

展开讨论。沙龙邀请了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副总经理黄群飞，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长讲武生，路画影视创始人、CEO 蔡公明，合瑞影业文

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及糖果世界（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祺，卓然影业董事长、CEO 张进，以及中国

电影资料馆收集整理部主任、电影节展映项目负责人、

全国艺联总协调人林思玮。

黄群飞对于当前全国艺联的发展规模表达了自己不同

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加盟全国艺联的电影院太多了，未

来应该进行精简筛选，艺术电影的发展并不应该像商业

电影那样铺开得太宽，全国艺联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引导

观众向小众电影关注。像《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样取得

高票房的电影其实不能算作严格的艺术电影，它只是在

全国艺联发展之初，作为有力的宣传工具，扩大全国艺

联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讲武生主要阐述了自己对于艺术电影宣发的两个重要

观点：第一，所有电影的发行，都需要提升对档期的重视，

艺术电影同样如此；第二，需要始终关注当下时代的观

影情绪。

蔡公明去年因为成功引进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

《小偷家族》，受到了高度好评。他指出，艺术电影有

一批非常忠诚的粉丝群体，这部分观众的情感需要非常

小心的把握。能够把核心受众的口碑做好，就已经完成

了很大一部分工作了。另外，他也表示我国的观众分层

越来越明显，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电影，这也起到了推

动文艺片市场的积极作用。

谈及与艺术电影的合作，田祺的理由非常简单，就

是自己喜爱艺术电影，认为这些电影是好电影。“从事

电影宣发工作，我的初衷就是希望尽量做更多的好电影，

更多有营养的电影。当你为它努力的时候，你也觉得付

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同时，他也表示艺术电

影的宣发并不像商业电影那么容易，它往往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张进接着发言，他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如果过于关

注艺术电影的票房产出，那么一定会从本质上带来难以

接受的错觉和反差。他还提到，希望通过更丰富、多元

化的放映方式，推动观众对艺术电影的认知，培养他们

的审美习惯。

林思玮做了最后的分享，他觉得艺术电影的发展是一

个长久的市场培育过程，希望得到各位宣发公司的支持，

也希望得到产业方、投资方的支持。只有这样，年轻导

演机会才会更多，中国艺术电影的市场也才会迎来良好

的创作环境。

至此，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论坛”圆满落

幕。经过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嘉宾们都为中国艺术电影

的市场发展提供了诸多实践经验。这次盛大的“艺术电

影论坛”，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对艺术电影的高度关注，

也明确地指出了艺术电影市场必将成为中国电影市场重

要的一部分，是电影市场多样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艺术电影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内广大电影人付

出更多的努力来推进。虽然过程会很艰难，但对于中国

艺术电影市场的未来，大家都充满了信心。正如黄群飞

总经理在论坛上最后的鼓励：坚持下去，精耕细作，一

定会成功！

                          文 ：本报记者杨帆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万玛才旦导演在对谈中重点表达了电影信仰与情怀 杨超导演论及表演时说，要“带有强大的信心生活在镜头面前”

陆庆屹导演强调影片中蕴含的“诗意”杨明明导演分享了自己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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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筑世界电影桥梁
——记国际电影节主席和电影行业代表沙龙成功举办

 2019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0 点，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 国际电影节主席和电影行业代表沙龙在北京国际饭店顺利举行。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

秘书长王志出席本次活动并致辞。意大利电影音像和多媒

体工业协会国际业务部主任罗伯特·斯塔比勒代表国际嘉

宾致辞。意大利电影音像和多媒体工业协会、美国电影协

会、德国电影协会、法国电影联盟、乌克兰电影协会等多

个行业协会的国际代表，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中美电影

节、巴黎中国电影节、中新电影节、中英电影节、尼泊尔

国际电影节等多位国际电影节嘉宾，以及内蒙古电影集团、

西部电影集团、重庆电影集团、湖南潇湘电影集团等多位

国内影业集团嘉宾共同出席了本次沙龙活动。出席本次活

动的电影节主席和行业协会代表来自亚洲、北美、欧洲、

大洋洲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展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

强大的品牌集聚力、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广泛的业内认

知度。

沙龙首先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副秘书长王志先生致辞。他表达了对参加北京国

际电影节的各国电影行业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表示，北

京国际电影节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海内外电影机构和电影

人的热情支持。他在致辞中引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

析”的古语，表达了中国电影融入世界文化潮流的积极态

度。最后，他向全世界电影界同行发出邀请，希望与世界

各地所有支持热爱电影艺术的组织和机构，建立深厚的友

谊和长久广泛的合作，祝愿中国电影、世界电影的未来更

加美好。

2019 年，正值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五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月访问意大利时曾表示，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与文明的影响力跨越国界、

穿越时空，为中意两国的深厚友谊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本次沙龙也邀请到了意大利电影音像和多媒体工业协

会国际业务部主任罗伯特·斯塔比勒致辞。他在致辞中讲

到，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后，丝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

都开始优先发展视听领域的合作关系。丝绸之路始于中国，

终于意大利，对双方来说这是一条非常坚实的道路。一条

通商之路也能成为文化认同与交流的重要契机。斯塔比勒

先生表示，希望与中国视听影像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为意大利和中国的经营者创造交流机会。

接下来的活动，青年导演顾晓刚先生以及制片人梁颖

女士对影片《春江水暖》进行了推介。本片共耗时一年时

间进行剧本撰写，故事聚焦在春江边上的一个家庭，母亲

在寿宴过程中病倒，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其四个儿子因赡

养问题，亲情关系发生了变化。该片拍摄时长为两年，借

由一年四季的冷暖变化，将市井生活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导演顾晓刚也在本片中尝试将中国绘画中山水文人精神的

美学融入到其中，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电影视听语言。此

外，这部电影还得到了中国著名音乐人窦唯的认同，窦唯

现正为本片进行音乐创作。

国际电影节主席和电影行业代表沙龙长期以来为国际

电影行业的领袖提供了优质的国际交流平台，为电影业界

深层次、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全球化契机。本次沙

龙的成功举办积极地推动了国际文化传播，展现了中国电

影发展现状和当今文化热点，在针对国际嘉宾“请进来”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国产电影“走出去”。

                        文 ：本报记者王雅倩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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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编剧特训营 汇聚未来剧作家
4 月 15 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特训营在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班，40 位入围学员将在这里度过为期一周的培训
日程。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的培训单元，旨在为全国各地的青年编剧人才提供一个专业、高效、高质量的培训平台。
青年编剧特训营将在 20 日结束，届时将举行优秀剧本路演创投会与特训营结业仪式。

贤才广纳平台筑
2019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点，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青年编剧特训营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开

营仪式。出席此次开营仪式的领导有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

记钱军，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北京广播电视

台副台长窦晓东，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青年电影制片厂

厂长俞剑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系主任、中国影协编剧

教育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院长黄丹等。

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电影编剧研究

院副院长孟中主持了此次开营仪式。

在开营仪式上，北京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窦晓东发表了

讲话。他提到，青年编剧特训营给行业内的青年编剧提供

公益性集训，已成为国内顶尖的青年编剧特训营。特训营

的设立，能让学员学习到北京电影学院老师们的知识、业

内一线人员的经验，为将我国影视行业推向新的高峰出一

份力。

凭借剧本《鸟，绳子和烟头》入围此次特训营的杨梦

媛代表学员发表感言，她表示，“这次拿到学员资格，对

我们来讲，并不意味着成功，而是面临了一个更加艰难的、

新的奋斗的开始”。同时，她也表达了“会倍加珍惜这个

平台，用最真诚的准备传递剧本中最真实的情感”。

青年编剧特训营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工作委

员会、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主办，北京电影学

院文学系、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承办的免费公益活动，因

具备全国编剧培训行业最顶尖的师资力量，且始终坚持完

全免费的授课形式，近年来逐渐发展为行业内最大的专业

编剧培训活动之一，在行业内受到了高度关注。

今年，青年编剧特训营首次与北京国际电影节展开合

作，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单元。在北京

国际电影节的支持下，青年编剧特训营也获得了业内更多

的瞩目。而特训营结合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诸多活动与展映，

也使得学习氛围更加浓厚、授课形式更加多元、交流内容

更加丰富。

本届青年特训营自发布招生启事以来，反响热烈，一

共收到了近 600 个编剧的长篇电影剧本。经过反复筛选，

最终确定了 40 个编剧成功入围。

14 日上午 9 点，参加培训的学员们早已在北京电影

学院文学系门口排队等候报到。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副院长孟中，热情地迎

接了这些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入围者，他在首次班会上向大

家表示：“电影的一切是从编剧开始，你们的电影人生也

是如此，一切从编剧开始……无论你们以后最终是做了导

演、制片还是演员，不要忘了，你们的起点现在就在自己

的手里——一剧之本。”

特训营充分发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师资力量和

专业优势。未来的 7 天里，40 位学员将在这里接受高强度、

全封闭的培训，每天从早到晚三堂课，日程被安排得满满

当当。此外，特训营还将安排学员每天至少观摩一部本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入围影片。

特训营还要求学员在这七天里继续打磨自己的剧本，

将所学理论快速融入实践当中，使剧本更加丰富和细腻。

特训营最终会从学员中精选出 10 部优秀剧本，并在 20

日结业典礼上进行路演评分。

青年编剧特训营不仅授课完全免费，并且还为所有学

员提供统一的服装、胸牌、茶饮、咖啡和小食，以及满足

7 天基本伙食的北京电影学院校园饭卡。

尽心尽力的后勤保障之下，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

特训营将重心踏踏实实地放在优秀电影编剧的培养和挖掘

上。前来参加特训营的学员们也更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

机会，争取在这次短暂而又充实的培训中提升自己。

五湖四海电影梦
剧本，是电影创作的起点。编剧，是影视剧生产制作

中最基础的环节，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广大的编剧人才，

构成了一个国家影视行业的基石。大家越来越明晰，编剧

的好坏对于一部电影的成败至关重要。

只不过，合格的编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

优秀的编剧更需要通过多年的磨砺锻炼。随着中国电影市

场以极其迅猛的速度扩展、膨胀，短时间内编剧这类影视

行业的核心人才却难以跟得上这样高速的发展步伐，从而

造成了国内电影市场上对优秀剧本的急切需求。

中国影视市场渴望着新鲜、优秀的编剧人才，而另一

方面，胸怀远大的青年编剧们也渴望着获得机会让自己的

作品成功视觉化。科班出身的编剧或许还具备一定的推介

自己的渠道资源，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存在很大一部分从

其他行业改行而来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剧本的优秀编剧。

例如，这次入围青年编剧特训营的，就有曾经学医、学工

程的学员。他们都缺乏合适、便捷的途径与制片方产生对

接，以展示自己的故事创意和剧本内容。

另一方面，许多编剧还受到地域的限制。当前，国内

影视行业大量集中于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对于其他

省市地区的编剧们来说，自己的作品很难找到渠道实现拍

摄。一位来自安徽省的“老编剧”坦言，做编剧这行很不

容易，自己多年来写了很多剧本，也获过奖，但从来没有

一部被拍成电影，这次报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自己

的作品得到更多的认可和赏识。

所幸的是，近几年国内陆陆续续搭建起了各种编剧培

养和项目创投的平台，通过这些平台，越来越多的青年编

剧被挖掘和发现，也促成了不少优秀的电影作品。如去年

上映且颇受到好评的《旺扎的雨靴》就是第七届北京电影

学院“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中脱颖而出的项目。

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特训营正是提供了一个绝佳

的平台，让仍然怀有梦想、笔耕不辍的优秀青年编剧能够

有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才能，推介自己的作

品。编剧同样也需要个人的耐心与恒心，一部很好的剧本

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创作出来。今年的一

位学员在自我介绍时感慨，自己此次入选的剧本已经撰写

了十年之久，几乎每天都在修改、完善，能最终来到这里

着实不易。

在本次入围的 40 名编剧之中，还有许多都是从外地

远道而来的同行，如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内蒙、云

南等等。在入围今年青年编剧特训营的学员中，年龄最小

的还在大学本科念书，年龄最大的则已经超过了 40 岁。

虽然风尘仆仆，但他们个个情绪高涨，气氛热烈，充满了

对这次特训营的期待。他们相信，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课

程和强大的创投平台，自己的努力终有一天能够得到满意

的回报。

笔耕不辍高峰攀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特训营吸引众多业内人

士积极报名和参与，原因一方面在于授课团队的成员都是

业内极受推崇的老师和学者，另一方面也在于与特训营绑

定的创投环节。

正如孟中老师在首次班会上提到的，“这是一次集训，

是一次快速提高自己的机会，是一次头脑风暴。”CCTV

电影频道、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大视频网络平台纷纷看

好这批剧本选题，20 日的结业路演，三大平台都将出席。

对于所有的青年编剧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够最终成功转化

成优秀的影视作品，即是最大的心愿和理想。

除此之外，青年编剧特训营还有后续一连串的项目孵

化计划。今年，特训营还将连续走进 9 月份的华语青年影

像论坛和 12 月份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经过几轮选拔，

最终优胜作品会参加国际各大电影节创投单元，对接市场，

孵化拍摄。

为了持续推动编剧行业的发展，挖掘优秀的编剧人才

和优秀剧本，抢占 2019 年编剧市场的先机，北京国际电

影节青年编剧特训营还为广大青年编剧们提出了三大攻

略，即“专业、敬业、持久”。“专业”，即努力学习专

业编剧课程；“敬业”，指要始终遵守行业规则；“持久”

则是要持之以恒地坚持创作。

可以看到，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特训营自身也在

不断地发展、完善，力争为广大青年编剧提供最为专业、

高效的故事写作培训和创投平台，持续地挖掘出更多的优

秀编剧及优秀剧本，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文 ：本报记者杨帆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4 月 15 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特训营开营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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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麦克斯》系列展映 
浓缩 40 年末日废土美学

《疯狂的麦克斯》
40 年前，乔治·米勒导演，还不属于文艺圈。他那

时还是一位妙手仁心的医生。在急诊室救死扶伤，尤其救

治了大量车祸伤员。不过，这位医生的拍电影之心，已经

蠢蠢欲动。他用自己做医生的酬劳，拍摄了第一部《疯狂

的麦克斯》。

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捧红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梅

尔·吉布森。电影本身，也冲出了澳大利亚，声名远扬好

莱坞。这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也是不多见的。

《疯狂的麦克斯》并不具有这个系列后来明显的废土

美学特征。如果划分类型，它是一部公路动作电影，演绎

着正邪不两立 。在荒凉的公路上，一群飞车党抢夺警车、

超速狂飙。麦克斯作为警察，一路追击。匪徒之一在逃亡

中遭遇意外，这帮人自此与麦克斯结仇，竟碾死他挚爱的

妻子报复。麦克斯终于失去理智，变得疯狂，踏上了追剿

飞车党的旅途。

系列首部与之后的电影差异极大，甚至可以说，《疯

狂的麦克斯》更像一部当时年代的《速度与激情》，是不

同汽车之间的速度角力。许多影迷，对其中的汽车型号如

数家珍。乔治·米勒从那时起，就坚持实拍，片中许多高

难度的汽车追击场面，都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一部刺激肾

上腺素的动作片，也让乔治·米勒医生彻底变成了乔治·米

勒导演，他的废土之路，迈出了第一步，虽然迹象不明显，

但其实已经暗流涌动，一发不可收拾。

《疯狂的麦克斯 2》
《疯狂的麦克斯 2》相对于前作，已经完全换了模样。

1979 年，首部《疯狂的麦克斯》问世，直到今天已经 40 年。从最初的公路动作电影，逐步演变为极致的废土美学。末日
黄沙，人们为了求生抢夺资源，这是只有在大银幕上才能看到的另一个世界。这样的“奇观”，正是电影艺术最大的魅力
之一。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在系列饕餮单元中，为大家奉献了这个系列的全部四部影片，给观众一次全
身心遁入光影世界的沉浸式体验。

做了三部主角的麦克斯，在第四部里虽然依然是标题人物，但将光芒让给了女英雄弗瑞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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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里，麦克斯所处的世界，面临严重的石油危机，陷

入末日。这个世界的人们，为了争夺钻井，获取燃料，展

开了殊死搏斗。而麦克斯的 V8 汽车，也因燃料匮乏而无

法行驶。麦克斯一边继续与公路骑士的斗争，一边又要面

对更严重的石油战争。

1981年，《疯狂的麦克斯2》上映，而第二次石油危机，

开始于 1979 年，蔓延到 80 年代初期。整个社会环境，

对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恐慌的情绪，引发了人们对末日

的想象。这部电影的风格化更加明显。第一部中的汽车，

规格还如现实中所见，到这里已经被改装得千姿百态；而

人物造型也距离现实更远，在想象的世界里驰骋得更欢腾。

在这里你能看到留着莫西干头的公路骑士，肩头还装点着

黑色羽毛；能看到白衣女射手，弯弓瞄准，长发被风扬起；

能看到戴着铁面人般面具的反派；也能看到麦克斯穿着野

性皮革，还牵着一只狼犬，流浪在荒土之上。

一般认为，从这一部开始，《疯狂的麦克斯》系列，

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废土美学风格。末日废土，蒸汽朋克，

让它成为一部独树一帜的电影，许多人为之痴迷。

《疯狂的麦克斯 3》
在这一部中，麦克斯流浪到了巴顿镇，开始了新的冒

险。但末日之中，哪有容易的道路可走？麦克斯被聘为雇

佣兵后却被流放，之后又误入一处失落的秘境。但秘境中

的孩子误入巴顿镇，麦克斯只好以身犯险，再闯这个不欢

迎自己的地方。

乔治·米勒导演在这部电影里，更为疯狂地施展了自

己的想象。连选角，都极富想象力——电影里的巴顿镇女

王，请来了当时的流行歌手，被称为“摇滚母狮”的蒂娜·特

纳。不难发现，在这部电影中，她的表现，仍然极具摇

滚风范。她一出演，连主题曲都水到渠成，《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也成

为当时风靡欧美的歌曲。

实拍的质感，也依然体现在这部电影中。第二部中，

为了拍出废土的效果，剧组等沙漠中的雨停，等了整整一

星期，而到了这一部，却是恰恰相反。片尾有一场沙尘，

格外壮观逼真，提升了影片质感。但在拍摄这场戏时，剧

组却意外遇上了真正的沙尘暴。他们慌不择路，每个人都

就近爬上拍摄时使用的那些奇形怪状的车，逃离这场不大

不小的灾祸。这场戏的真实质感，是用极大风险换来的。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中国的许多影迷，是被《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吸引来，继而回溯整个系列的。这个系列的第四部，也成

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热门的电影之一。

在这部电影中，麦克斯面临的资源危机，已经更加疯

狂。人们不仅在争夺石油、水资源，甚至在争夺生育权。

反派不死乔掠夺了许多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为自己繁衍

后代。这部的反派同上一部的“摇滚母狮”风范多有相似，

麾下信徒无数，即“战争男孩”。“战争男孩”绑架了麦

克斯，以他作为“血主”，即以他的血作为能源。

第四部中，饰演麦克斯的演员，从梅尔·吉布森换成

了汤姆·哈迪，而最主要的英雄角色，也从麦克斯，变成

了查理兹·塞隆饰演的弗瑞奥萨。它更明显地突出女性力

量。弗瑞奥萨曾是不死乔的得力部下，却带走为他生育的

女性，带领她们逃亡。麦克斯在帮助她们的同时，更类似

于一个旁观者，与观众一起了解弗瑞奥萨的前世今生。

影片于 2015 年拍摄，那时的 CG 技术已经十分发达，

但乔治·米勒依然力求影片中 80% 的镜头，都是实拍。

电影中的战车原型来自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军用装甲

车，拍摄峡谷翻车一幕时，烈火战车，场面十分壮观，令

人肾上腺素飙升，是名副其实的激烈动作片。

废土美学的荒凉感，必须由一粒粒真实的沙尘体现出

来。不过，弗瑞奥萨断掉的手臂，当然只能使用绿幕抠图

实现。但这个系列的废土美学，并不因此而减少，反而如

一坛老酒，在 40 年的发酵中，愈发醇厚。

                         文 ：本报记者姜雯婷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疯狂的麦克斯 2》是这个系列中第一次呈现出废土末日美学的电影

蒂娜·特纳本是摇滚歌手，在《疯狂的麦克斯 3》中，饰演了一呼百应的女王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中的不死乔演员，正是第一部中的反派饰演者休·基斯 - 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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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EVIEW 评论

《2001 太空漫游》：穿越数百万年的骨头
《2001太空漫游》中，几乎是影史上最经典的蒙太奇诞生了：猿人将一根骨头扔向空中，
镜头切换的瞬间，一艘飞船飘过茫茫宇宙——数百万年的时间被压缩在数秒之间。

《2001 太空漫游》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未来三部

曲”中的第二部。如今现实时间早已超过“2001”，而

影片的未来感与宏大的哲学命题依然超于时代。影片甫一

开始，库布里克就以奇异的镜头震惊到了观众：长达三分

钟的无声纯黑画面。后来评论人为这五分钟赋予了各种内

涵，或是象征宇宙的广袤与终极的虚无，或是利用银幕的

“黑”与影片中石碑的“黑”相照应，让在座的观众都成

为仰望神迹的一员（亦是猿），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出于上

世纪六十年代的放映习惯——留出足够的时间便于观众进

场。种种争议都想触及这场“太空奥德赛”的哲学核心。

与特效、镜头语言、配乐相比，这部电影的剧情、台

词、人物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2001 太空漫游》继续

发扬着库布里克鲜明的视觉风格，即在封闭的空间中凸

显戏剧冲突。在危险太空环境的外在压迫下，飞船的大

封闭空间、修理仓的小封闭空间，两者在设计上都营造

着引人屏息的气氛，加之未知敌人的存在，无法出逃的

恐惧被加倍放大。以封闭空间压迫观众心理——包括《地

心引力》和《异形》在内的后世太空科幻题材影片中都

反复使用这一技巧。

与内在紧张相对应的，是外在虚无。通过环境光源的

精巧设置，将宇宙的无垠与孤独通过光的形式，切割出来，

同时也应和着未来世界的科技感。纯白的宇宙飞船、华丽

的空间站，这些在人类眼中的庞然大物，在静默的太空中

显得如此渺小，只有船体反射出的点点金属光辉点缀无声

宇宙——宏大感油然而生。

影片中，智能电脑“HAL”控制着整座飞船，不断

闪着红光，监视人物的一举一动。在 HAL 与宇航员等人

抢夺“话语权”的段落里，镜头不断在宇航员的镜头和

HAL 视角间切换。此过程中，HAL 没有说过一句话，却

为后面 HAL 破译二人的唇语埋下了伏笔。HAL 被设置了

所谓的“意识萌发”与“别样情感”——诱骗宇航员出外

维修，切断供氧装置等一系列行为——是库布里克对人工

智能的超前想象。最后被断电，彻底失灵前，它“唱”起

了《雏菊》。全片最富有人性的段落，竟然是人工智能被

关闭前的叹息，无疑是电影的点睛之笔。

电影结尾，飞船载着主人公向着宇宙深处飞去。变幻

无穷的光束、抽象色块、太空画面向他袭来，也向观众袭

来，一场长达十分钟左右的视觉冲刷持续不断。与“扔骨

头”的一秒数百万年相反，库布里克真真切切地让观众感

受到时间对感官的冲蚀性：镜头中的时空与意向符号被急

剧压缩，把无形的时间化为有形的视觉“暴风”。有人被

这种猛劲所震撼，也有人被其吓退，而无论如何，库布里

克都开辟了前无古人的艺术表达方式，而后来者鲜少尝试。

影片的最后是一张婴儿的脸，在类似超现实的子宫体

里，俯瞰地球。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昂扬中，生

与死，文明的诞生与毁灭，宇宙过往与人类未来，在新的

时间法则中轮回。

论起电影数字特效的开拓者，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星

球大战》，其实《2001 太空漫游》早就展现了特效的魅力，

自此科幻电影迈入了全新的视听时代。库布里克是个偏执

的完美主义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几

乎完成了全部设想，许多镜头未必逊色于今日的视效大片。

《2001 太空漫游》拍摄于 1965 年，但 1968 年才上映。

背后资方米高梅公司担心库布里克把制作战线拖得太长，

曾问他：“2001 究竟是片名，还是上映时间？”——完

美主义可见一斑。故而，乔治·卢卡斯才会如此评价这位

导演：“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电影是门工业；而对于库布

里克而言，电影是门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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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排片 SCHEDULE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4 月 16 日放映信息

影院 影厅 13:30 16:15 18:30 20:45

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
巨幕厅 草间∞弥生 影武者

5 号厅 我失去影子的那天

北京金逸影城朝阳大悦城店
6 号厅 群鸟

4 号厅 13:00 沙滩上的宝莲 15:30 星溪的三次奇遇

CGV 星星影城（颐堤港店） IDO 厅 我的长颈鹿 罪人

北京寰映影城合生汇店
7 号厅 18:00 绝杀慕尼黑

杜比影院 企鹅公路 谍影重重 5

天幕新彩云国际影城 巨幕厅 /4K 荒野大镖客 怪物之子

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 8 号厅 希斯特斯兄弟

百老汇电影中心（万国城店）
1 号厅

19:45 小家伙

18:00 精疲力尽

2 号厅 破门

卢米埃影城（长楹天街 IMAX 店）

IMAX 厅 2001：太空漫游

3 号厅 18:00 何以为家 谍影重重 5

IDO 厅 意想不到的爱情

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 4 号厅 孔雀

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
8 号厅 特拉·威利

巨幕厅 希斯特斯兄弟

英皇电影城（英皇集团中心店） 1 号 IMAX 厅 /3D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深影国际影城（学院路店） 中国巨幕厅 /4K 少年们 我是古巴

保利国际影城中国科技馆店
4D 厅 19:00 最后的日出

巨幕厅 夏日大作战

UME 影城（北京双井店）
2 号厅 工作

4 号厅 沉睡魔咒

中间影院 1 号厅 惊魂记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 9 号厅 /4K 红高粱

保利国际影城北京天安门店 8 号厅 枪

北京红星太平洋电影城
LUXE 厅 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怀孕了

8 号厅 奇异的维普啦啦

自由人影城（世界之花假日广场店） 1 号厅 大浴场

北京万达影城怀柔店
IMAX 厅 /3D 地心引力

2 号厅 罗霍

北京活力天宝国际影城 1 号厅 我们夫妇之间

UME 影城（北京华星店）
2 号厅 双面生活 豪勇七蛟龙

6 号厅 天作谜案

北京 ACE 影城 3 号厅 林家铺子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1 号厅 /4K
10:00 我是古巴

15:30 沉睡的人鱼之家 迷魂记
柔道龙虎榜

VR 北京

1-1 厅 星球三部曲 ( 三选一 )

10:00/10:20/10:40/11:00/11:20/11:40/13:00/13:20/13:40/14:00/14:20/14:40/
15:00/15:20/15:40/16:00/16:20/16:40/17:00/17:20/17:40

1-2 厅 战地明信片

1-3 厅 咕鲁米的眼睛

1-4 厅 涌现

1-5 厅 精灵鼠伙伴

2 号厅 /8K 家在兰若寺

4.14 9:00/10:30

4.14-4.20 12:30/14:00/15:30/17:00/19:00/20:30

4.20 9:00/10:30

3 号厅

原爆之木

10:00/11:30/13:30/15:00/17:00/19:00/20:30

追梦少女

亦真亦幻

废墟中的肖像

血尽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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