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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场”
立足北京 聚集优势 助力全球电影产业发展

“北京市场”以“展示·推介·交易·交流”的方式，

促进电影产业核心要素的资源互动与洽商交易。活动包括

招商展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特约活动、签约仪式五

大版块，内容覆盖了电影产业从前期筹备到中期创作再到

后期上映的各个环节，提供全面而周到的产业服务。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除了举办时间延

长一天外，还首次搭建版权交易平台，邀请国内外知名公

司加入版权交易专区，与众多买家面对面沟通，力求打造

一个更专业的电影市场，提高买家规范性。

另 外， 项 目 创 投 版 块 增 设 了 WIP（Working In 

Process）制作中项目，为项目与后期制作、宣发市场的

互动与交流提供服务，同时邀请资深产业买家组成市场决

策团，优选“最具市场关注项目”，从市场实操角度给予

项目认可。

商业互动的平台
招商展会是国内外电影公司或机构推介项目、寻找

买家卖家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与全球电影产业的互动

越来越频繁，信息共享与市场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招

商展会集合了全球重要影视公司和机构，为电影项目的

交易提供了良好的洽谈机遇。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招商展会共吸引展商202家，

其中国际展商 71 家；吸引 130 家公司注册嘉宾买家，

其中国际嘉宾买家 36 家。国际展商和国际嘉宾买家来

自印度、新西兰、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泰国等

16 个国家，都是当今电影产业最为活跃的国家。参展商

与参展嘉宾涵盖了电影产业里的制作、发行、版权、技术、

经纪及法律咨询等领域，全面服务电影发展。

首次搭建的版权交易平台，吸引了多家深耕影视版

权业务的版权经纪与运营公司，如拥有《白蛇：缘起》《一

出好戏》《我不是药神》等优秀影片独家新媒体版权的

捷成华视网聚文化传媒公司，具有丰富版权合作经验和

运营模式的复兴者版权经纪 ( 北京 ) 有限公司，拥有着

17 个独自开发完成的动漫 IP 项目的丹青映画文化传播

( 北京 ) 有限公司，拥有诸多优异且多元的国际作品版权

的巨视影业，专注特效特技影片、动漫和创意文化领域

影视作品投资和制作的河山影业。这一平台整合了最丰

富的国内外电影交易资源，助力中国电影全面发展。

针对版权保护问题，“北京市场”行业对话版块设

置了主题为“数据驱动的国际版权贸易与保护”的对话。

互联网时代，网络盗版侵权已经成为电影行业发展的毒

瘤。初步估算，2019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损失高达 15.2

亿元，盗版问题的解决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难点。

该行业对话将邀请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孟祥林、国家版权

局版权执法处处长赵杰、中影股份副总经理周宝林、北

京启泰远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硕作为嘉宾，就

数据时代的国际版权贸易与保护，畅所欲言。

展会同期还会举行多项特约活动，整合行业资源，

提供涵盖项目路演、企业发布、沙龙活动在内的多元化

解决方案，充分满足国内外电影机构、公司对自身品牌、

业务及项目宣传的需求。特约活动有华语编剧主题峰会、

“聚焦意大利”——中意电影合作圆桌会、中国电影发

行与营销论坛、“科有界、幻无疆”——中国电影的科

幻美学论坛、“一带一路”动漫影视推介暨创投会等，

全面反映了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生态以及其与世界电影的

互动。

青年影人的机遇
对于充满抱负和期待的年轻电影人来说，创作最困

难的问题就是资金，往往有创意，却找不到实现的机会。

“北京市场”项目创投版块正是创作者与资方交流的平台，

致力于为优质电影项目打造一个展示、孵化、交易的平台。

中国电影经过十年的高速发展，市场容量逐步扩大，市场环境不断优化。2018 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600 亿元，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带来更多机遇。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继续立足电影产业发展，构建国际性、专业性电影产业交
流合作平台。活动从 4 月 16 日正式开启，举办周期由往年的 3 天延长至 4 天，为参会嘉宾提供更充分的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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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项目创投累计征集项目 735 个，创历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项目创投申报作品数量之最。4 月 16 日，入围

前 10 的创投项目和前 6 的制作中项目的负责人，进行

了公开的项目创投路演，向创投评审及嘉宾推介自己的

项目。4 月 17 日晚将举行项目创投酒会，公布项目创投

获奖名单并由创投评委为获奖项目颁奖；4 月 18 日和

19 日，26 个入围项目方开放洽谈合作，继续与资方沟

通合作可能。

从创办至今，“北京市场”项目创投版块已经成功

孵化了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其中，入围第七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项目创投20强的《郊区的鸟》，即将在今年上映。

年轻导演们的成功经验值得与更多渴望创作的人分享。

因此，今年的行业对话版块还设置了主题为“中国青年

导演崛起之路”的对话，《郊区的鸟》的导演仇晟作为

对话嘉宾出席活动，另外，《目光之下》的导演梁鸣，《春

江水暖》的导演顾晓刚、《不可杀戮》的导演徐翔云、《哈

日夫》的导演宝音格西格，也都将以对话嘉宾的身份分

享青年导演成长中的苦与乐，探讨项目创投平台如何助

力中国电影的发展。

2019 年春节档，一部年轻导演创作的科幻片《流浪

地球》，惊艳了所有观众。人们惊叹于一位从来没有执

导过科幻片，此前只拍摄过两部电影的导演，竟能如此

成熟地完成一部重工业电影。同样是在行业对话版块，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概念设计总监张勃，在 MPA

好莱坞大师班里展开主题为“从电影《流浪地球》看中

国电影的工业化制作”的对话。郭帆曾作为中美电影人

才交流计划的亲历者，与众多青年导演赴好莱坞学习参

观，《流浪地球》是其交出的一张完美的答卷。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对年轻电影人的成长，

给予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和帮助。一方面借助创投平台，

打开他们与电影投资人洽谈之门；另一方面，通过行业

对话中的针对性内容，为他们未来电影创作打开思路，

提供成功经验。

现实很美 未来可期
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壮大，为许多电影人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更多有志于创作的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电影市场里的类型丰富多元，观众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

间，反过来，观众的分流为不同类型的电影提供生存空

间。

“北京市场”在此背景下，针对性地设置交流、互动

的主题，希望借此实现信息的互通，并且帮助电影人寻找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电影市场繁荣的一个表现是更多的人有机会成为电影

导演。编剧是与电影导演接触最密切的职业之一。近年，

许多编剧有了成熟作品，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选择转型

成为导演。“从编剧到导演的成长之路”的行业对话，邀

请了多位由编剧转型为导演的电影人，分享他们的经验和

心得，为新人编剧提供职业发展建议。

网络影视是当今电影发展的一大趋势。如今，有很多

我们熟知的优秀电影，最初便是为网络平台拍摄，如获得

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电影《罗马》。中国网络影视发

展迅猛，急需规范化管理与专业化创作，建立良性发展、

竞争的体系。“2019 网络影视的机遇与挑战”的行业对话，

将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饶曙光，慈文传

媒副总裁、首席品牌官赵斌，淘梦创始人、CEO 阴超，

爱奇艺文学版权市场部总监江俊等人进行对话，将目光聚

焦在网络影视层面，从创作、投资、发行等多角度展开讨论。

签约仪式是“北京市场”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象征着“北

京市场”所取得的成绩，预示了未来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景。

签约仪式通过一系列热门影片和相关公司重磅项目及合作

的发布，吸引各界目光，提振行业士气，持续为业内人士

提供交流机会。

伴着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北京市场”，

立足北京，聚集优势，助力全球电影产业继续发展。

北影节20190417官方日报001.indd   5 2019/4/17   2:59:39



04 FOCUS 关注

"Beijing Film Market"
Leaning upon China and Based in Beijing, 

Propels Global Film Industry Expansion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adopts a "Demonstration 

·Promotion · Transaction · Exchange" format to promote 

resource interactions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core factors in the film industry. Comprised of five 

major segments, namely Exhibition, Project Pitches, Industry 

Conversations, Events & Activities, and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contents will encompass all links in the film industry 

chain, from early-stage preparation to creativity and produc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screening, the Film Market 

aims to offer comprehensive and thoughtful industrial services.

Apart from a one-day extension,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at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lso established 

a Copyright Transaction platform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ll-

known companie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ake in copyright transaction and speak face-

to-face with the scores of buyers, so as to foster a more 

professional film market and improve buyer and procuring 

process standards.

In addition, this year the Project Pitches section boasts 

a new Working In Process (WIP) segment, which provides 

services beneficial to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with regards 

to a project's late-stage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seasoned industry purchasers have been 

invited and a market-decision group has been formed, which 

assesses and selects "Projects with Most Market Interest" in 

order to approve projects from an actual market operation 

point of view.

Commercial Interaction Platform
The Exhibition section is a vital platform where domestic 

and overseas film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recommend 

projects and seek buyers and sellers. Following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global 

film industries,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market exchange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Exhibition section 

assemble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film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and offers a fantastic negotiation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action and trading of movie projects.

The Exhibition section at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a total of 202 

exhibitors, including 71 Chinese exhibitors, alongside 130 

companies registered as attending buyers, of which there 

are 36 Chinese attending buyers. International exhibitors and 

international attending buyers hail from 16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New Zealand, France, Italy,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iland, which are all some of the most active countries 

in the film industry today. Exhibitors and participating guests 

come from a variety of film industry backgrounds, including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opyright, technology, agenting and 

legal consultation, among other areas, capable of providing a 

full range of services beneficial to the progress of any movie.

The debuting Copyright Transaction platform garnered 

the attention of a myriad of long-standing film copyright 

agencies and operation firms such as exclusive owner of new 

media rights to outstanding films like White Snake, The Island 

and Dying to Survive Jiecheng Huashi TV Culture and Media 

Company, seasoned copyright collaborator and operator 

After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at break-neck speed, the market size and market climate of the Chinese cinema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expansion and optimization. In 2018, total box office in mainland China exceeded the 60 billion 
yuan threshold while having sustained stead forward progress, generating more possibilities for both Chinese cinema 
and worldwide cinema.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evolves around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ized and professional movie 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The Film 
Festival officially commenced on April 16 and will last for four days, one more day than previous editions, in order to 
offer more time and space conducive to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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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xingzhe Copyright Agent (Beijing) Co., Ltd., owner of 17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imation and com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jects Danqing Film Culture Transmission 

(Beij ing) Co., Ltd., owner of copyrights for multiple 

distinguished and diverse international works Jushi Films, and 

dedicated investor and producer of special effect and stunt 

films, animation, comic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in the creative cultural sector Yellow Mountain Studio. This 

platform has consolidated the most diverse arra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ovie transaction resources and will help fuel the 

comprehensive growth of Chinese cinema.

With regards to the issu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 Industry Conversations section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has set up a dialogue with the theme "data-drive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online copyright piracy and infringement have 

grown cancerous and impede movie industry advancement. 

Preliminary estimations show that box office for films 

premiered during the 2019 Chinese New Year accrued 

a loss of up to RMB1.52 billion,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pyright piracy issue has become a tricky thorn in the sid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industry dialogue 

will invit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Film Bureau Meng 

Xianglin, director of the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Zhao Ji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Film Co., Ltd. Zhou Baolin, and Qitai Culture Development 

Group chairperson Yang Shuo as main guests to share their 

insights o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the 

age of data.

During the span of the exhibition a number of Events 

& Activities will also be held, industry resources will be 

consolidated, and a diverse array of solutions will be provided 

including project pitches, corporate announcements and 

salons in order to cater to domestic and overseas film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in their needs for branding, 

business and project advertisement. Events & Activities 

include Chinese Screenplay Themed Summit, the "Focus on 

Italy" - Sino-Italian Film Cooperation Roundtable, Chinese 

Film Distribution and Sales Forum, "Boundaries to Science, 

No Limits to Fiction" - Chinese Movie Sci-fi Aesthetics 

Forum and "Belt and Road" Animation and Comic Film and 

TV Project Recommendation and Venture Capital Meeting, 

among others, all of which ful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eco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orldwide cinemas.

Opportunity for Young Filmmakers
For young filmmakers with a sense of mission and full 

of anticipatio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s hampering 

creativity is funding, and it is often the case that those 

with the imagination could not find opportunities in the 

real world. The Project Pitches section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is precisely a platform that aims to connect creators 

with capital, and is a platform dedicated to the showcase, 

incubation and transaction of high quality movie projects.

This year's Project Pitches section has solicited 735 

projects, a record-breaking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the 

Project Pitches sect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n April 16,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top ten short-

listed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and the top six works in 

progress participated in an opened project road show, during 

which they introduced their respective projects to the event 

jury panel and guests. The Project Pitches Cocktail Party will 

be held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17, and the list of award-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who will be presented with their 

awards by the event jury panel. On April 18 and 19, the 26 

short-listed projects will partake in opened negotiation for 

cooperation, where participants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with 

capitals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further partnership.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Project Pitches section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has successfully incubated a raft 

of young directors and their pieces. Of which, Suburban 

Birds, a top 20 candidate in the Project Pitches of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ill premier this year.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 of these up-and-coming directors 

is very valuable to those that yearn to create. Therefore, 

this year's Industry Conversations section will also feature 

a dialogue with the theme "Road to the Rise of Young 

Chinese Directors," and director Qiu Sheng of Suburban 

Birds fame will attend the conversation as a speaker, who 

will be joined by the director of Under Eyesight Liang Ming, 

director of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Gu Xiaogang, 

director of Cannot Be Killed Xu Xiangyun, and director of Ha 

Ri Fu Baoyin Geshgar. Together, the speakers will share the 

bitterness and sweetness that accompany the growth of 

young directors, and discuss about how the Project Pitches 

platform can ai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

During the 2019 Chinese New Year period, a young 

director's sci-fi creation The Wandering Earth left all viewers 

awed and amazed. People were stunned by how this director, 

who has never directed a sci-fi film and has only shot two 

previous movies, could so deftly complete a production with 

such extensive industry involvement. In the MPA Hollywood 

Master's Class also in the Industry Conversations section, The 

Wandering Earth director Frant Gwo and Concept Design 

Director Zhang Bo will take the helm in a dialogue surrounding 

the theme "A Look at the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in Chinese 

Cine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lm The Wandering 

Earth". Frant Gwo, formerly a first-hand participant in the 

Chinese-American Film Talents Exchange Program, who 

learned and toured around Hollywood alongside numerous 

other young directors, has emphatically proven his worth with 

The Wandering Earth.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at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ovides different levels of care and support 

contributive to the ascent of young filmmakers. On the one 

hand, the Project Pitches platform opens a gateway by which 

they may negotiate with film investo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pecific Industry Conversations open new pathways 

for them to actualize their cinematic creativity and offer 

valuable and proven experiences of success.

Reality is Beautiful, 
the Future is Full of Potential

The growth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has brought about an unprecedented scope of 

opportunities for many movie-makers. An even greater 

number of creativity-driven individuals have accomplished 

their objectives, the film market has been enriched with a 

more diversified mix of offerings, viewers have been given 

more options, and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the 

divergence of audience interest and preference mean more 

survival possibilities for films in different genres.

Under such a backdrop,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has 

designed specific and interactive exchanges and themes, 

with the hope of realizing information and connectivity in 

order to assist filmmakers to identify problems and find 

solutions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film market 

is an improved chance for an individual to succeed as a 

movie director. The screenwriter is one of the professions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ovie director. In recent year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creenwriters have pivoted to 

the role of director after creating successful pieces and 

accumulating a certain level of experience. "The Road from 

Writer to Director" Industry Conversation has invited a raft of 

filmmakers who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writer to director, 

and they wi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wisdoms, and 

put forth suggestions beneficial to the professional career 

progress of rookie scriptwriters.

Web film and television is a prominent trend in cinema 

development today, and quite a few outstanding movies 

that we come to know and love began as productions 

on the online platform, take for instance Roma, winner of 

Best Director at this year's Academy Awards. The rapid 

growth of online film and TV in China urgently mandates 

standardized administration and professionalized creativ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system of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Web Film 

and Television in 2019" Industry Conversation has invited 

Party Group member of the China Film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the China Film Critics Association and director of the Web 

Film Work Committee of the China Film Association Rao 

Shuguang,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Brand Officer of Ciwen 

Media Zhao Bin, founder and CEO of TEMNG Yin Chao, 

director of the Literature Copyright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iQiyi Jiang Jun and other guests to participate in a dialogue 

that will discuss creativity,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and other 

aspects with an emphasis on web film and television.

The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is the paramount section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symbolizes the feats it has 

achieved by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and herald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growth of the movie industry. Through a 

series of launches and premiers of hotly anticipated films, 

blockbuster projects and cooperation of relevant companies, 

the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captures the attention both in 

and out of the industry, raise the morale of the industry and 

its professionals, and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industry participants.

Staying abreast of China's development goal of 

transforming from a big movie nation into a powerful movie 

nation, leaning upon China and based in Beijing,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propels Chinese and global film industries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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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科技国际论坛
高新技术引领新时代电影高质量发展

本届“电影科技国际论坛”以“高新技术引领新时代

电影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电影科技

专家聚焦当前全球电影高新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深入分析国内外电影产业发展对电影科技的新需求，交流

新兴视听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科学技术在电影行

业的应用经验，进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论坛隆重举行了国家电影云制作服务平台启动仪式。

中国电影科研所所长张伟、国家电影局副巡视员丁立、中

影集团董事长焦宏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董事长傅若清、

青岛市即墨区副区长宋宗军、青岛已臻化境公司总经理于

洁共同启动了国家电影云制作服务平台，首次向电影行业

全面介绍了该平台的发展与建设情况，阐释如何基于云计

算平台和高速互联网来实现电影分布式远程跨域协同制

作，为促进我国精品电影生产创作、加快推动电影强国建

设奠定技术基础，提供平台支持。

本次论坛分为主题演讲和互动交流两个环节，在主题

演讲环节共有六位嘉宾围绕主题依次发表演讲。

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
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副总经理、中国电影电视技术

学会高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理

事马平以《人工智能与电影未来》为题展开演讲。他把人

工智能形容为人类社会面对未来的一个全新的动力。对于

影视行业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马平从创意、编剧、制作、触达四个阶段分析了人工

智能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在创意和编剧阶段，人工智能已

经开始尝试剧本创作的研究和应用。在制作阶段，有些技

术已经很成熟，例如人工智能驱动的摄影机运动，除了应

用于电影拍摄，也在现场秀中广泛应用。另外，像图像处

理、动作捕捉，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帮助实现。

电影抵达观众的过程，同样有人工智能的参与，马平

把其称为“触达”。现在各大影视平台，内容推送的背后

已经有大数据的支持，甚至于项目的立项、研发的背后也

有人工智能数据的支撑。

人工智能跟所有的新技术一样，从实验室的研发到真

实世界的应用，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影视行业，面

临的素材、制作千变万化。人工智能可以在制作上带给我

们很多便利，比如说使用传统工艺手段，一个很有经验的

老师傅一周只能修复一张老照片，人工智能 5 秒钟可以处

理一张。

马平还介绍了他们正在做的一个研发项目，仍处于实

验室阶段。他在现场选用蒙娜丽莎相片和三个游戏角色，

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对他们进行拟人化处理，让静态照片做

出许多丰富的真人表情。这套表情系统跟传统的动作捕捉

不一样，因为不涉及到任何三维模型，任何材质绑定等，

直接在一张照片上通过人工智能把演员表情赋予到静态图

电影是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产物，它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针对当前电影产业里的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
影科技国际论坛”在昨日下午举行。论坛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承办、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电影
高新技术专委会协办。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电影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栾国志主持论坛，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宣部电影
技术质量检测所所长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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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并致辞。

片上。

为了更好说明这个技术的应用，马平用现场工作人员

的照片演示了给照片添加动态表情的过程。照片中的人原

来是闭着嘴的，人工智能对她进行张嘴动作编辑的时候，

还添加了牙齿，因为人工智能觉得她张嘴时应该有牙。目

前，这个技术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人工智

能对电影创作来说，所具有的可能性。

数字时代引发的相关问题
国际标准化组织电影技术委员会（ISO/TC36）主席、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科学技术委员会

常务董事安迪·马尔兹，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

视角向大家介绍了高新技术对电影的影响，阐述了学院

颜色编码规范的系列标准，及其在电影制作中的应用优

势，最后阐述了学院软件基金会在电影开源领域中的所

做的主要工作。

安迪·马尔兹提到了新影院展示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电

影制作中的应用。现在，演员常常在绿幕背景下表演，

后期抠掉绿幕加上其他背景，背投技术使用录制好的背

景，在演员表演时即加上去，省去后期抠图工作。

如何保存数字制作的电影，同样受到电影界的关注。

安迪·马尔兹提到开源软件可以自由使用和修改，有不

少开源软件是针对数据存储业务的，电影行业非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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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到目前为止，影视行业依赖于各个企业提供

的这些重要工具，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稳

定性问题。针对这一点，科学技术委员会推出了学院软

件基金，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开源软件在电影行业的发展，

实现资源共享。   

来自印度的 Qube 集团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董

事会成员塞西尔·库马尔关注的也是数字时代影院发展

的问题。他以胶片电影为切入点，细致讲述了新时代影

院智能化运营发展的策略。

数字不仅让电影制作变得更加便利，也为影院发展带

来了新契机。胶片时代，影院广告发展受限，数字时代

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广告传播变得更便利，使发布

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可以很快地进行覆盖，

因此广告成为影院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数字对电影

则带来了更严重的盗版问题。

塞西尔·库马尔设想未来每一个电影都可以放到云端，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但电影的权益应该被完美地进行追

踪，片方能够获得收益，订票应该跟排片系统进行有效

融合，财务清算系统可以进行高效地流动和转手，不用

担心没有进行有效的申报或者遗漏申报，观众什么时候

想看，想在哪看都可以。有了数字影院之后，看电影的

体验变得更好，广告商也能享受到数字影院带来的一系

列优势。

电影科技是电影发展的保障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丁

友东，从《流浪地球》和《阿丽塔：战斗天使》对比分析

了我国电影高新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电影技术的应用是电影制作的质量保障，电影的技术

和艺术相互促进。中国的电影特效技术这几年得到了非常

快的发展，优秀的特效制作团队正在建立。早期中国电影

的特效制作主要依赖国外团队，后来国内的特效团队参与

制作的特效大片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涌现出一批

非常有名的国内特效制作团队。

丁友东提到：“电影强国的建设需要一流的电影技术，

现在中国名副其实是一个电影大国，有很多数据可以说明

这个问题，比如影片数、票房、银幕总数，同时国家也颁

布了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什么是电影强国？

有两个指标，一是持续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电影精品，第二

是影响力。”他以今年 2 月 5 日上映的《流浪地球》为例，

说明其代表了国内电影工业化和特效技术的最高水准，但

当前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国产电影有数量、缺质量， 

有高人、缺高峰，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影制作技术没有

办法跟电影产业发展相匹配”。因此，要建设电影强国必

须要有一流的电影制作技术。

丁友东以好莱坞电影为例，说明了国际化水准的电影

制作技术该有的样子。“今年 2 月份上映的《阿丽塔：战

斗天使》，后期由维塔公司制作。在角色塑造上，维塔公

司为阿丽塔制作了 47 种毛发造型，一个眼睛就达到 900

万像素。阿丽塔穿的毛衣，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涉及到

很复杂的物理问题，目前市面上的软件没办法完成这样的

工作，维塔公司迎难而上，专门组织相应的团队开发相应

的软件。”

科幻电影的制作需要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的研

究，《流浪地球》走出了可喜的一步，电影强国必须要关

注这些一流的技术，也要掌握一流的电影高新技术。

作为电影教育工作者，丁友东为中国电影科技的发

展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电影技术的进步需要耐心，

注重积累，国内大多数的影视特效公司建立的时间比较

短，积累非常重要，而且要有耐心，同时还要有工匠精神，

对于一些技术的细节进行相应的技术研发。其次，电影

特效团队要跟高校科研团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后，

要注重电影技术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主流软件的应用上，

还有在前沿算法的研究和成果转化上，都要培养相应人

才。

                        文 ：本报记者唐永桥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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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入围影片《战火球星》举行发布会

4 月 16 日下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入围影片《战火球星》举行了发布会，导演马库斯·H·罗

森米勒、男配角约翰·亨肖、德国制片人罗伯特·马西尼

亚克、英国制片人史蒂夫·米尔恩、艺术总监多月特·多

米尼克集体现身会场。

《战火球星》的故事取材于真实人物伯特·特劳特曼

的亲身经历，他原是一名二战中的德国纳粹士兵，作为战

俘被带回英国。一位足球经理发现他的运动天赋，让他加

入了曼城球队。面对曼城人民的强烈抗议，特劳特曼最终

用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而传奇的故事，在发布会现场上，

导演马库斯也谈到了发现这个故事的历程。他表示自己其

实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在 12 年前制片人罗伯特就跟他

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并不相信，但做了一些调查之后，

他才发现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为了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导演亲自找到了这个人物

的原型，并对他进行了一周的采访，收集了许多激动人心

的素材。他还在英国战俘营博物馆，对那个时代做了各种

各样的背景研究。因此，电影中有 70% 的部分都取材自

现实，这也让故事充满了真实的感染力。

演员约翰·亨肖对这次出演发表了感想，他表示很荣

幸能够参与《战火球星》的拍摄，当他第一次看到剧本时，

就觉得这个故事实在太棒了。电影的主人公非常伟大，浪

漫感、悲剧感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穿插在故事中，即使为

主人公拍摄四、五部电影都不为过。此外，因为这部电影，

他有机会到访英国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与德国团队共事

也非常开心，“这是一次非常棒非常棒的体验”。

艺术总监多月特·多米尼克在发布会上讲述了人物传

记类电影的艺术创作过程，她表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

要经历长时间的准备、大量材料的调查，她花费了很多时

间去寻找老照片，同时还在档案馆里长时间研究主人公曾

经生活过的环境，以及那个时代下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景象。

制片人之一的罗伯特·马西尼亚克谈到了这次电影制

作中的困难。他坦言，自己的制片公司规模比较小，但这

部电影却是一个昂贵的项目。资金是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

困难，需要想办法从很多渠道融资。

另一位来自英国的联合制片人史蒂夫·米尔恩分享了

这部电影的制作故事。他提到，电影中有一个宏大的体育

场场景，在拍摄时场地需要恢复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样

貌。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在完成之前他始终在担心能否

成功。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让自己感到满意的。

《战火球星》是一部融合了体育运动、二战反思、人

物传记等多种元素的电影，它展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的人如何通过纯粹的足球竞技，摒弃仇恨与偏见，继而建

立起深厚友谊的过程。

电影的演员阵容十分豪华，聚集了英德两国的诸多资

深演员。德国演员大卫·克劳斯加盟扮演男主角，尤其让

人感到期待。他曾经凭借在《朗读者》中的演出，提名了

第 22 届欧洲电影奖最佳男主角。他还在《白色严冬》《战

马》中均有着精彩的表现。

《战火球星》已经在德国、英国两地先后上映，获得

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希望这部取材于现实、讲述动人故事

的影片，也能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认可。

4 月 16 日上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入围影片《第十一回》举行了发布会，总出品人宋宪强、

导演陈建斌出席。本片由陈建斌自编自导自演，受到媒

体与影迷的高度关注。

《第十一回》中，30 年前的一起案件被市话剧团改

编成舞台剧，马福礼作为案件当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

生活再起波澜。马福礼一边忙着和话剧团导演胡昆汀纠

缠理论，一边找律师翻案，寻求真相以还自己清白，还

要忙着调和妻子金财铃和女儿金多多剑拔弩张的关系，

生活给了他多记重锤……时隔多年，马福礼能否翻案？

真相到底有几个？

发布会吸引了众多媒体到场，记者们争相向主创提出

问题。有媒体问到，电影为何最终采用“第十一回”这

个名字。陈建斌导演坦言，其实在剧本和拍摄阶段，电

影有另外一个名字，“第十一回”是他在做后期时寻找

到的，它与电影的故事是融在一起的，它不单单是一个

名字，甚至是故事的一部分，可以帮助创作者更好地表达，

也有利于观众理解故事。

作为《第十一回》的出品人，宋宪强向记者表示，看

到电影剧本之初，就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展示给更多的观

众，也希望能取得很好的票房；实际制作过程中，在兼

顾商业性诉求的同时，也没有丢失电影本身的内涵与对

艺术表达的追求，并且保留了许多陈建斌导演的风格和

想法。

发布会上，还有一位年龄很小的记者对电影海报提出

了疑问：“《第十一回》的海报十分特别，一只气球拉

起了一辆拖拉机，但我们都知道，气球是拉不起拖拉机的，

这样做有什么深意吗？”

对于小记者真诚的提问，陈建斌笑着回答，生活中会

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

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其实，

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就像这个海报给人

的感觉。他还提到，这部电影包含发生在 30 年前的故事，

拖拉机是当中一个重要的道具，所以海报也采用了拖拉

机这个意象。

《第十一回》是陈建斌自 2014 年推出《一个勺子》

以来第二次担任导演的影片。处女作《一个勺子》让演

而优则导的陈建斌收获了许多好评，也让他积累了很多

拍摄经验。《第十一回》与前一部电影相比，故事更加

丰富，人物线索更加复杂，陈建斌导演也面临更多挑战。

陈建斌认为，此次电影制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剧本的

创作和打磨。写出一个好的故事是很难的，既要让观众

觉得好看，又要在故事中保有创作者自己的追求。在写

作剧本的漫长过程中，有时候很难寻找到一个有创意的

点子。但无论如何，只要能够坚持思考，总有一天灵感

会到来。许多天一直找不到的答案，突然间就明晰了。

那一刻就会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愉快。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入围影片《第十一回》举行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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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
《非正统之路》昨日在京举行发布会

09 消息 NEWS

4 月 16 日，由阿里蓝·玛卡自编自导的以色列影片《非

正统之路》在北京饭店诺金厅举行发布会，该片入围了第

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影片创意总

监米哈尔·阿夫拉哈米、后期总监阿米尔·本·哈罗克出

席了本次发布会。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于 1983 年的耶路撒冷，印刷工

人雅科夫·科恩的女儿因族群原因被学校开除，这促使他

决定为族群问题而奋斗。面对着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但

工人雅科夫·科恩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澎湃的激情，在耶

路撒冷建立了第一个塞法迪犹太人政治团体。他们坚信塞

法迪犹太人应该昂首挺胸做人。在争取合法权益的道路上，

他们饱尝了人间冷暖，也品尝了失败与成功。

据创意总监米哈尔·阿夫拉哈米透露，导演阿里蓝·玛

卡是个信仰虔诚的人，他就像影片中的主人公那样。为了

实现自己想法，勇于尝试，坚韧不拔。在创作之初，他会

率先构思出宏大的选题，诸如各类种族、信仰等等。然后，

他会将这些思考融入到故事的具体创作里，以严肃的态度

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导演创作的真正

源头。

谈到本片的制作，阿夫拉哈米表示，在原来的计划里，

《非正统之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制作，但因为最终预算

的原因，不得不改变计划，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创作上因

地制宜、精益求精。拍摄过程充满了迷人的挑战性。很开

心的是，整个团队都非常享受这种创作状态，并勇敢地完

成了这次挑战。

而且，有趣的是，因为《非正统之路》的故事，发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以在拍摄的前期，工作人员就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搜集寻找对应八十年代的物

件。电影的纪录片，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后期总监阿米尔·本·哈罗克也诚恳地表示，更具有

挑战性的是，影片音乐的巧妙应用，将许多剧情冲突的段

落重新整合在一起并准确地传达给了观众。

音乐在《非正统之路》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

阿夫拉哈米不希望通过那些传统的音乐，以传统的方法

去推动叙事表达思想，而是希望音乐的节奏更欢快，更

流行一些，并且必须融入新元素，更能调动起观众的感

官体验，这部《非正统之路》不只是通过眼睛来看，也

可以通过耳朵的倾听，把观众吸引到故事当中去。其实

影片的很多部分更像是公路电影，都是通过明快的音乐

使人对场景产生代入感。

众所周知，在以色列，各种矛盾冲突非常明显，也很

激烈。每当触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发出各种争论。

米哈尔·阿夫拉哈米在最后表示，希望在未来自己的公司

能出品各式各样表现种族、信仰这类冲突的作品，与大众

一齐分享和探究人性的复杂。

这也是两位主创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表示非常期待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各项活动，并感谢盛情邀请。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入围影片《日暮》昨日在京举行发布会

4 月 16 日，由拉斯洛·奈迈施自编自导的影片《日暮》

在北京饭店诺金厅举行发布会，该片入围了第九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影片主演朱莉·雅各、

艺术指导拉斯洛·拉伊科出席了本片发布会。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1913 年的欧洲，一个叫伊瑞

斯·莱特的女人来到布达佩斯，希望继承自己已故父母的

传奇帽子店，不料却被帽子店的新主人赶走。为了寻找失

踪已久的哥哥卡曼·莱特，她穿过层层迷雾，追寻踪迹，

一个家族隐秘的真相，即将揭开。

《日暮》一片曾入围第 75 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还获得了竞赛单元费比西奖，并代表匈牙利参加了今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竞逐。

作为本片的艺术指导，拉斯洛·拉伊科做的最多的就

是去设计影片所需要的环境氛围，为以女主角为代表的所

有演员去创造一个更切入主题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些

空间里更自如地演绎角色。在构建电影场景时，拉伊科同

导演和摄影指导沟通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即采用一些独

特的技法营造富有“归属感”的环境。在现代，如果想拍

摄城市街道，通常要做模型来搭建布景。但他和团队做了

反向处理，把摄影棚带到了城市当中。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演员和摄影指导能够在这样的场景中创作，会更有真实感，

表演会更有层次性和爆发力。

雅各扮演的伊瑞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游弋自如，她

的行为充满了自信，但却无力改变任何局面。她完全生活

在另一个维度空间，她只是一个远离布达佩斯的肮脏的局

外人。有些人生活在充斥着资本主义腐败和变化中的紧张

气氛中，有些人则屈服于日益加剧的骚乱，但勇敢的伊瑞

斯却不愿站在任何一方队伍里。

《日暮》是主演朱莉·雅各与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

第二次合作，此前二人还合作过荣获了第 88 届奥斯卡金

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索尔之子》。直到今天，两人认识了

大概有十个年头，所以奈迈施在筹备该项目的初期，便很

自然地邀请雅各去试镜。雅各分享说，选角工作大约持续

了十个多月，她感觉导演并不是在寻找一个演员，而是在

寻找一个可以真正代表女主的女人。

聊到选角的话题，拉伊科还在现场透露了一个小秘密。

他曾去到了《日暮》的选角现场，在看过许许多多的演员，

但雅各一直是最受关注的。在此期间，导演和摄影指导也

在不断地交换眼神，互相微笑，很明显，没有其他演员比

雅各更适合的了。

最后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中国电影人合作，原本就在进

行剧本创作的朱莉·雅各对此回答道：“当然。我非常愿

意和中国影人合作，这真的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希望未

来我能在匈牙利和中国的合作方展开合作。”

发布会最后，两位主创表示，很荣幸能收到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邀请，可以把这部作品带给中国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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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翻唱歌曲
——你需要了解的版权风险

近几年，各大网络平台相继推出了各类选
秀综艺节目，这些节目在火爆的同时，选手
演唱的翻唱歌曲也容易陷入歌曲侵权的“大
坑”中，这为节目制作方及活动主办方敲响
了警钟。那么节目组如何做到翻唱歌曲收获
“流量”的同时又不会产生版权纠纷呢？
歌曲翻唱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他人演

唱的歌曲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唱，在原作
品中不做改变或不足以体现其具有独创性改
变的直接翻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原有歌曲
的基础上，对原歌曲的歌词、旋律或唱法加
以具有自己独创性的创作，并使新的创作与
原作品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改编翻唱，改编翻
唱形成的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演绎作品中既
能体现原作者的独创性劳动成果，也能体现
翻唱者的独创性劳动成果，对于翻唱作品来
说，翻唱者也同样享有著作权。根据我国《著
作权法》第 12 条的规定，改编歌曲的著作权
人虽然同样享有著作权法所赋予的这些权利，
但行使这些权利的前提是不应侵犯原作品著
作权人的权利。如果他人使用改编歌曲，除
应获得改编作品的著作权人授权外，还应获
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
那么，翻唱者可以从原作品著作权人处获

得哪些著作权的权利呢，翻唱行为涉及到原
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以下两大类：第一
大类是著作人身权，包括修改权、署名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第二大类是著作财产权，
包含以下几种权利：改编权，我们常说的翻
唱行为从狭义的授权角度来讲，就是基于改
编权而对原作品进行改编，如果翻唱者想行
使改编权，自然要获得原歌曲著作权人的同
意和授权；表演权，是指公开表演作品，以
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例如选秀节目或演唱会中选取歌曲而由其他
演唱者进行现场演唱；其他还有广播权、复
制权、发行权与出租权等等。
获得了著作权人合法、准确的授权之后，

翻唱他人歌曲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准
确注明原作品名称及著作权人。第二，勿对
原作品“改编过度”。翻唱歌曲的著作权人
一旦发现作品被侵权，一定要积极维权，可
以采取调解、仲裁、诉讼等方法解决，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他人侵犯。

郑小强律师微信号 董媛媛律师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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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市场管理 助力电影产业发展
“电影和版权：机遇与挑战并存”论坛在京举办

4 月 16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

处、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第九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联合主办了“电影和版权：机遇与

挑战并存”论坛。WIPO 副总干事王彬颖、中国国家版

权局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野霏出席论坛活动并现场致辞。三位嘉宾一致表示，会

进一步加强版权保护，为电影产业的发展营造更好的法

律和市场环境，并推进《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早日生效，

完善全球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论坛第一阶段交流活动中，国家版权管理局胡萍处

长、WIPO 版权法司米歇尔·伍兹司长就“电影和版权：

从法律原则到市场”议题发表主旨演讲。胡萍首先提到，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电影票房达到历史性的 609.8 亿

元，全国银幕总量超过 60000 块，中国电影市场一方面

拥有可供开发的消费潜力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仍存在

电影作品被侵权的现象。为了应对现状，中国政府将在

版权立法、版权执法、创建完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提

升全社会版权意识、推进版权国际化五个方面扎实开展

工作，助力电影产业发展。

论坛第二阶段，哈萨克斯坦国会参议员塞里克·贝

克图加诺夫、津巴布韦知识产权局和公司注册官员格兰

达·穆塔萨、腾讯公司副总裁马斌、中国内地女演员齐

芳就“电影和文化：电影在推进和传播文化多样性方面

的相关政策和策略”展开研讨。几位嘉宾从各自日常工

作中所接触到的版权保护问题着眼，关于建立全球性、

规范化、制度化版权保护体系分享各自的看法。论坛尾声，

马斌以腾讯公司为例，介绍了目前综合性流媒体平台在

版权保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提到，20 余年来，腾讯

持续在知识产权领域发力，共申请全球专利超过 28000

件，商标累计申请 32980 件，累计注册 18965 件。版

权方面，建立了超 2000 万首的内容曲库，上千万部正

版文学作品库，积累 40898 部正版影视作品，2018 年

影视版权采购支出超过 200 亿元。腾讯下一步还将在版

权监控维权方面加大投入，同社会各界一道为互联网版

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版权问题无小事，能否切实有效地实现版权保护，

不仅关乎创作者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创作型行业的健康

发展。通过此次论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

国办事处、北京市版权局联合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借助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一国际平台，与中外近 40 名业

内专家就“电影与版权”这一话题开展了交流和探讨。

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希望《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早日生效，

从而更好的推进国际版权合作和世界各国文化产业健康

发展。

                      文 ：本报记者齐彧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感受丝路上的真实温度
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电影《共同命运》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

由丝路文化传播、新鼎明影视投资出品，中国、英国、

美国等多国电影创作者共同打造的全球首部“一带一路”

电影《共同命运》4 月 16 日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并在

北京市场举办国内首场推介活动。

影片策划雷建军，导演曲江涛、邓斐，编剧邹磊，剪

辑指导朱琳亲临活动现场，讲述创作过程中令人难忘的点

滴；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尹鸿，则对《共同命运》在当下社会、历史与电影语境

中的特殊意义进行解读。雷建军此前曾担任《我在故宫修

文物》《喜马拉雅天梯》等作品制片人，在纪实题材创作

领域，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编剧邹磊则是大型纪录片《一

带一路》总撰稿人与中国首部“一带一路”专著作者，此

次为《共同命运》撰写剧本，也是将自己多年来对于“一

带一路”的理解，通过影像化的方式予以呈现。

《共同命运》以“小人物，大梦想”为线索，充分展

现了六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普通人如何改变命

运，实现理想。在推介活动中，雷建军提到：“《共同命运》

以精美的画面，展现了在这个蓝色星球上，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的普通人为了追求梦想与和谐而努力，殊途同归。

因此电影以小见大，用个人的故事，展现了宏大的主题。”

为了完成影片《共同命运》，导演曲江涛专门前往肯

尼亚，拍摄东非小女孩追逐绘画梦的动人故事，导演邓

斐则把镜头对准新疆的篮球少年，这些无一不是最平实、

最真实、也最有温度的动人故事。在世界地图上，《共

同命运》剧组每走过一个地区，都留下令人难忘的经历。

雷建军讲述了一位约旦女大学生的故事，在男友和教练

的鼓励下，她毅然来到中国，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

并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这些点滴，都是创作者用心观察、

用心思考的直接体现。

《共同命运》外方编剧代表盖伊·希伯特是英国著名

编剧，曾多次斩获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编剧，

并获得过美国圣丹斯电影节最佳编剧。他也从大洋彼岸发

来问候视频，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举世瞩目，振奋

人心，促进了电影工业的发展和全世界电影工作者的广泛

合作。”

《共同命运》制作历时两年，跨越亚洲、非洲、欧洲、

南美洲，行程约 30 万公里，汇聚了中国、西班牙、智利、

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等国家、地区普通人的真实故

事。影片中所秉持的寻求合作、追求梦想、创造明天的精

神为世界所共通。国际化的视角、无国界的影像，将人类

命运紧密相连。对中国观众乃至世界观众而言，携手走向

美好明天是共同的愿望，即使语言文化各有差异，对于理

想的追寻，也是殊途同归的共鸣。

《共同命运》是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重点扶持项目，

经由纪录中国理事会协调制作，即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在

海内外电影院线、国际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媒体平台同步上映。

                         文 ：本报记者齐彧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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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畅听新浪潮回声

在本届的“北京展映”中，“新浪潮回声”单元是影

迷们最期待的一个经典单元。除了言及新浪潮必提的《四百

击》《精疲力尽》，还有《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表兄弟》

《巴黎属于我们》等不那么经常在国内放映的佳作。春天

来北京，看最好的电影，听新浪潮的回声。

1958 年，法国《快报》的专栏记者法朗索瓦兹·吉鲁，

首次用“新浪潮”一词来形容《漂亮的赛尔日》和《我是

一个黑人》等一批手法新颖的电影。“新浪潮”一词，自

此登上历史舞台，世界电影由此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

从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到让 - 吕克·戈达尔

的《精疲力尽》，新浪潮彻底颠覆了电影叙事。它也带动

了日后众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属于自己的电影革命，但只

有法国新浪潮才最深刻地影响了电影。

时光流转 60 多年，新浪潮的余声仍久久回荡。对于

影迷来说，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的“新浪潮

回声”单元一定备受瞩目。60 年前兴起的“新浪潮”电

影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电影史的发展，其意义毋庸多

说。但人们提起“新浪潮”电影运动，往往条件反射般地

联想到让 - 吕克·戈达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他们的光

芒如此耀眼，以至于有些人忘了，新浪潮不止他们。

而本次“北京展映”并没有像惯常的那样，只以戈达尔、

特吕弗这两位影迷圈人人皆知的导演作品为主，还选择了

同样伟大、丝毫不比前两位逊色的新浪潮导演代表作，让

人眼前一亮。

单元中，既囊括了同为《电影手册》出身的巨匠克洛

德·夏布洛尔、埃里克·侯麦和雅克·里维特，也包含了

摄影师转行的“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更有“后

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莱奥·卡拉克斯。精心挑选的六部大

师之作，每一部都充满了新浪潮独特而迷人的作者美学，

也饱含了电影大师们突破常规、大胆创新的电影精神。

1959 年初上映的《表兄弟》不仅是克洛德·夏布洛

尔的处女作，在电影史上也被认为是新浪潮的开山之作。

和绝大多数新浪潮代表人物一样，夏布洛尔没有过科班

训练，也没有拍片经验，但却一鸣惊人。《表兄弟》表

现了对法国中产阶级虚伪空洞生活的质疑，通过一对出

身、性格都截然不同的表兄弟之间的冲突，强化不同价

值观的对峙。该片在当年的第 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

鸣惊人，并收获了最佳影片金熊奖，成为新浪潮的经典

代表作。

作为《电影手册》五虎将之一，雅克·里维特一直以

来坚持电影创作的艺术纯粹性，其作品也具有鲜明的实验

精神。他的电影拍摄周期都比较长，作为新浪潮第一个开

始拍片的导演，这部长片处女作《巴黎属于我们》却直到

1961 年才上映。影片的资金非常有限，在拍摄《表兄弟》

的夏布洛尔就把多余的胶片匀给他拍摄，又和特吕弗一起

担任这部电影的联合制片，为电影的上映，四处奔走。电

影讲述大学生安妮结识了一群戏剧界的朋友，并加入了他

们的剧组，结果剧组成员接连遭遇不测，使得安妮十分困

惑和不安。里维特在营造神秘暧昧的悬疑气氛上手法非常

独到，也通过情绪的渲染反映了巴黎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焦

虑和恐惧心理，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新浪潮佳作。

埃里克·侯麦可谓是大器晚成，早年以记者为生，39

岁才开始拍摄第一部长片《狮子星座》。电影于 1962 年

上映，讲述了寄居巴黎的音乐家皮埃尔，因为姑妈留下的

可观遗产以及不断出现的意外事件，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平实的镜头搭配浓重的文学腔调，侯麦日后的风

格已在这部电影中初显雏形。故事也富含着侯麦对于现代

人生活的反思，像一则充满哲理韵味的道德寓言，嘲讽了

现代都市浮华外壳下的冰冷现实。

另一部展映的侯麦电影是1983年的《沙滩上的宝莲》，

扫描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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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侯麦中后期的代表作之一。与《狮子星座》不同，

这部电影已经是彩色片，故事背景也从大城市转移到了乡

间海边。电影依旧是侯麦式的道德寓言，围绕了三男三女

在海滩上的艳遇故事，一边涌动着爱情邂逅的心动和甜蜜，

一边揭露着现实的谎言和虚伪。不得不说，彩色的画面让

侯麦清新、简约的影像风格变得更加迷人。

阿涅斯·瓦尔达在今年 3 月 28 日逝世。她一生持续

不断创作，直到今年 2 月还有新片在柏林电影节展映。

而她的第一部长片则要追溯到新浪潮发生以前。用她的话

说，新浪潮既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个集体，它是那些在

1960 年代工作的导演的混合体，也是一次比过去成本更

低、创作更自由的原创电影大爆发。1961 年的《五至七

时的克莱奥》是她在新浪潮时期的重要作品，其手法新锐，

摄影精美，内涵深刻。电影以近乎与现实同等的时间长度，

记叙了一位女歌手克莱奥下午 5 点至 7 点在巴黎街头游

荡的过程。在仅仅两个小时内，通过形形色色的相遇和拜

访，探索了克莱奥起起伏伏的内心世界。

瓦尔达被人称作“新浪潮的祖母”，但她却谦虚地说：

“我只不过是在1954年独立拍摄了一部原创电影罢了。”

她不仅拍电影，也参加女权运动，从事装置艺术。

跟前面几位大师比起来，莱奥·卡拉克斯是真正的晚

辈。他成名于 1983 年的处女作《男孩遇见女孩》，随后

与朱丽叶·比诺什合作拍摄《坏血》，再次受到好评。本

次展映的是他 1991 年与比诺什二度合作的电影《新桥恋

人》，故事讲述了一个富家女与流浪汉之间疯狂而浪漫的

爱情故事。其颠覆性的故事，炽烈的情感，充满诗意的镜

头，非常适合情侣一起来观看。

不知哪位导演才是你的心头好呢？还是说，想要把整

个系列全部集齐呢？无论怎样，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

京展映”对于热爱电影的你，绝对不能错过！

四月，让我们一起来北京畅听新浪潮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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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生门》：真相无解 经典永恒
罗生门，是京都的正南门。罗生门下，聚集了三个来

此避雨的过路人，和尚、樵夫和乞丐。三人闲聊、话题开

始，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一个武士和他的妻子经过山林，却路遇强盗，妻子被

凌辱，而武士横尸野外。都说真相只有一个，可电影中，

这场发生在山林中的凶杀案，“真相”却有四个版本。

强盗视角里，自己凌辱武士的妻子后，是其要求武士

和自己决斗，这才杀死了武士。妻子视角里，是自己被凌

辱后，丈夫冷眼相对，在不自觉间杀死丈夫。武士视角里，

是妻子被强盗凌辱后，妻子反要求强盗杀死自己，自己心

灰意冷、自杀而死。而在旁观一切的樵夫视角里，两人决

斗，武士不英勇、强盗不强大，气喘吁吁、歪歪倒倒，哪

里是决斗，更像是儿戏。

黑泽明的《罗生门》上映于 1950 年，半个多世纪过去，

现在的观众仍然会被它超越时代的主题和表现手法深深震

撼。黑泽明的开创性和先见性不言自明。它的主要情节改

编自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和《罗生门》，片

中强盗、武士妻子、武士分别由知名演员三船敏郎、京町

子、森雅之扮演。本片获得了 1951 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金狮奖、意大利电影评论奖、奥斯卡荣誉奖（相当于今日

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众多奖项。这是一部在日本电

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被许多国际媒体及影评

人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四人叙述、四层视角，四个版本，多重视角回溯、指

向同一事件，构成了《罗生门》独特的叙事形式。一个没

有出口的迷宫，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荒山上的惨案，成了

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迷雾。 

电影主题直指复杂的人性。真相无解，是因为面对同

一件事，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人总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

法，客观真相是很难通过叙述实现的。《罗生门》中的四

人各有目的。强盗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强者，武士为了保尊

严，武士的妻子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贞节，于是人人美化

自己，真相愈发扑朔迷离。但黑泽明还是留给了观众一个

光明而充满希望的结尾，几个避雨谈论故事的樵夫乞丐最

后在怀抱的弃婴身上达成了共识，樵夫抱着婴儿在雨中远

去，这时候镜头开始拉远，天空中出现阳光。“我对人性

又有了希望”，和尚这么说，导演这般希冀。

不仅如此，黑泽明的《罗生门》还开创了一种多重

视角的叙事方式，在影史后来的作品，比如欧容的《八

美图》、佐藤佑市的《如月疑云》等很多电影中，都能

看到《罗生门》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罗生门”也

变成了一个特定词汇。直到现在，面对一个难以捉摸、

纷繁复杂的事件时，很多人都会下意识脱口而出“这真

是一场罗生门”。

甚至包括电影当时在日本国内外所遭遇的口碑反差，

都像一场“罗生门”。1950 年，当《罗生门》在日本上映后，

受到了观众们的冷落，票房失利，很快就面临下映命运，

这一度让黑泽明沮丧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当他外出钓鱼

散心回家之后，刚进家门，就听到夫人说：“恭喜你获奖

了”。原来，是《罗生门》偶然间被送到了当年的威尼斯

电影节上，还一举拿到了最高奖金狮奖。这条获得金狮奖

的新闻在日本被广泛流传，处于谷底的黑泽明才有了看得

到光的未来。

《罗生门》是黑泽明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日本

电影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因为是从《罗生门》开始，日

本电影才开始走向国际。在此之前，西方的影评人和影迷

们对东方电影的认识几乎为零，《罗生门》成为日本第一

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作品，此后包括在戛纳斩获

金棕榈的《地狱门》等电影皆受到其影响。《罗生门》走

出日本，迈向国际，也由此带领着东方电影走向了更为广

阔的天地。

北影节20190417官方日报001.indd   15 2019/4/17   3:00:13



14PHOTOS 定格

国兴家和 光影怀柔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于 4 月 14 日至 5 月 4 日在北京怀柔区中影数字制作基地举办。嘉年华设置六大板块内容：百年光
影长河、电影科技体验、民间影视情景、影视角色巡游、光影艺术殿堂、电影主题美食，细分为 27 项活动。来到嘉年华的游客，可以
了解电影历史、参观电影道具、体验电影场景、参与电影拍摄，全方位地体验电影的视听乐趣。“国兴家和 光影怀柔”主题电影嘉年华，
切切实实地落实文化惠民，给游客朋友带去一场电影文化饕餮盛宴。

注：4 月 20 日、27 日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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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排片 SCHEDULE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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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们 麻雀放浪记 2020

5 号厅 谦虚的英雄：普乐卡短片剧 20:00 无政府主义银行家

北京金逸影城朝阳大悦城店 6 号厅 孟买酒店

北京寰映影城合生汇店
7 号厅 /4K 血色清晨

杜比影城 柯蒂斯：卡萨布兰卡之父

天幕新彩云国际影城 巨幕厅 枪 红衣小女孩

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 8 号厅 老人和枪

百老汇电影中心（万国城店） 1 号厅 19:20 郊游

百老汇影城（东方广场店） 6 号厅 善良的天使

卢米埃影城（长楹天街 IMAX 店）
3 号厅 灰姑娘

IDO 厅 无所谓乐队

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
4 号厅 朱莉小姐

LD3 厅 小家伙

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 巨幕厅 /4K 豪勇七蛟龙 21:00 日暮

深影国际影城（学院路店） 中国巨幕厅 /4K 罗生门 英雄

保利国际影城中国科技馆店
4D 厅 19:00 伊阿索密码

巨幕厅 狼的孩子雨和雪

UME 影城（北京双井店）
2 号厅 四百击 城市猎人：新宿

7 号厅 /4DX 龙珠超：布罗利

中间影院 1 号厅 群鸟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 9 号厅 /3D 神奇的海洋

保利国际影城北京天安门店 8 号厅 疯狂的狐狸 猴子

北京红星太平洋电影城
8 号厅 特拉·威利 21:00 天空餐厅

LUXE 厅 何以为家

北京万达影城通州店 2 号 IMAX 厅 /3D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自由人影城（世界之花假日广场店） 1 号厅 女孩

北京万达影城怀柔店 2 号厅 带我去月球

北京活力天宝国际影城 1 号厅 终点到达

UME 影城（北京华星店） 2 号厅 罗霍 希斯特斯兄弟

北京 ACE 影城 3 号厅 早春二月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1 号厅 /4K
10:00 野梨树

15:45 疯狂的狐狸 夜以继日 21:00 红衣小女孩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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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4:00/15:30/17:00/19: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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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