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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
引领“一带一路”多元文化蓬勃交融

以影会友，搭建文化友谊新桥梁
电影，是了解一个国家及其地域文化最直观的方式，

也是实现两国友谊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特别设立了“一带

一路”单元，通过电影架设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加速多

国之间的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包含了当前与中国交流合作最

为密切的几个国家电影的专门展映，如聚焦于印度现实主

义影片展映的“超越宝莱坞”、集合日本最新电影放映的

“日本电影周”、力推印度尼西亚近年优秀作品的“印尼

风情画”、选取荷兰近几年新锐导演代表作的“荷兰新生

代”。此外，还有一个汇集了诸多丝路国家近两年最新佳

作的“丝路光影”。

“超越宝莱坞”单元，避开了中国观众熟知的印度宝

莱坞大片，没有载歌载舞的演出，没有过于喜剧化和浪漫

化的故事内容，而是精心推出了宝莱坞之外的印度写实主

义影片。例如，单元中最具分量的便是享誉国际的印度电

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的经典之作《大地之歌》《大河

之歌》《大树之歌》，合称“阿普三部曲”。其余几部电

影，则是印度近几年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

由于中日两国一直都具有很频繁的电影交流活动，本

届电影节“日本电影周”单元展映的影片受到了非常热烈

的关注。特别是这次展映的都是最新、最具话题性的日本

人气电影，有的影片例如《38 岁的伊丽卡》甚至还未在

日本本土上映，就能让中国观众先睹为快。

“印尼风情画”和“荷兰新生代”两个单元的影片对

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比较陌生，这两个国家过往的电影

很少在中国上映。而这回也正好借助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平

台，让许多中国观众接触到他们近期的优秀电影作品。

“丝绸之路”是中国自古以来与外国沟通、交流的重

要贸易通道。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丝路光影”单元精

选了来自丝路国家的精品电影，包括了来自阿塞拜疆的浪

漫喜剧《文胸奇缘》、以新加坡外籍劳工为主角的《幻土》、

直击伊朗古老守旧传统的《三张面孔》、讲述土耳其文学

青年生活现状的《野梨树》、描写非法移民在莫斯科挣扎

生活的《小家伙》等等。

这些影片，不仅能够让我们领略“一带一路”国家的

风土人情，直观地了解到当地的社会现状，更重要的是，

它们借由电影媒介传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即使是对于历

史传统、社会形态、生活模式都完全不同的中国观众来说，

也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甚至产生共鸣的。这也正说明了不

同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无法交流的障碍，为后续中外交流与

合作的畅通做了情感上的铺垫。

中印对话，碰撞交流合作新创想
中国和印度具有很多的相似点，两个国家都具有悠久

灿烂的历史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属于地域广阔、人

口众多、多民族交融的不可忽视的大国。如今，两国的经

济文化也都进入相近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中印双方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加强合作。

电影，作为最形象、最直接的文化载体，自然成为两

国最先交流的通道。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就引

进了一批优秀的印度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像《大篷车》

《流浪者》等，在当时几乎人人皆知。印度电影的独特风

情，以及随时而来的载歌载舞的场景，给中国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片中的主题曲朗朗上口，被许多观众所熟记，

甚至能够随时哼唱。

近年来，印度电影再次在中国电影市场受到关注，主

要还是由阿米尔·汗频频推出的优秀作品，如《三傻大闹

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等。其中，

2017 年的《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内地席卷了 13 亿票房，

创造了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奇迹。随后，《小萝莉的猴

神大叔》《起跑线》《神秘巨星》直到最近的《调音师》，

也都在中国电影市场取得了叫好又叫座的成绩。中印两国

电影文化交流与市场合作，变得越来越紧密。

这些印度电影基本都是以喜剧为主，且有愉悦的歌舞

包装，同时其内容又能直击当下印度社会的弊病，破除传

统的界限。让一个严肃的主题内核，通过轻松巧妙的方式

传达出来，因此能够深得观众喜爱。

为增进中印两国电影界的接触与了解，促进中印电影

人的交流与合作，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设立了“中印

电影合作对话”主题论坛。论坛顺应了当下中印两国越来

越密切的电影文化交流趋势，聚焦于两国电影的合作潜力

与空间，分享两国优秀电影制作的经验，共谋两国电影的

发展未来。

中印电影合作对话论坛邀请中印电影界专业人士作为

嘉宾，既有来自印度知名的演员和制片人、被誉为“宝莱

坞之王”的沙鲁克·汗，因执导《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而

炙手可热的印度导演和编剧卡比尔·汗，也有去年拍摄《我

不是药神》而走红的中国新锐导演文牧野，资深的合拍片

投资人、北京文投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周茂非。邀请的

嘉宾都具有丰富的合拍片经验，并且其合拍作品都取得了

优异的口碑和票房。在论坛上，他们通过不同视角和维度

的对话，寻求中印电影共同发展的途径，为进一步加强中

印电影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

此外，电影节还将举行别开生面的“中印电影外景地

推介会”，将由印度 - 中国电影协会执行董事吉里什·萨

哈德维·万可赫德带领嘉宾走进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秀

丽风光，展现印度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中方代表则将介

绍北京海淀区与怀柔区的景观优势、产业基础以及相关政

策。通过实景的参观与考察，中印双方更将加深彼此之间

的合作意愿，促进合拍项目快速成型。

多元促合，突破文化交融新边界
中印两国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是作为响应“一带一路”

发展倡议的一个典型代表。“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旨是推

动中国与多个相关国家之间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在相互包

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打造经济利益共同体。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除了与印度电影人展开亲密的

合作交流，还将与诸多“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各项合作交

流活动，包括“日本电影周”、“聚焦意大利”中意电影

合作圆桌会、“乌克兰推介会”等活动，旨在借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平台，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电影合作，在不同

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带来文化创新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国内电影相继出现了中国 - 印度合拍的《大

唐玄奘》《功夫瑜伽》《大闹天竺》，中国 - 泰国合拍的《索

命暹罗之按摩师》，中国 - 越南合拍的《越来越囧》，中国 -

土耳其两国合拍的首部影片《神奇时刻》等一系列影片，

都受到合拍双方国家电影界的高度关注。多国多地合作拍

摄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下电影制作的趋势。

在今年的“天坛奖”入围影片中，也有不少中外合拍

片受到高度关注。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首部合拍故事片《音

乐家》，便是当下响应“一带一路”最典型的优秀电影项

目。电影讲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度过的生命最后一段岁月，由著名

演员胡军扮演冼星海。这部影片的成功拍摄被视为中哈经

贸合作历史的一个标志。此次合作不仅对于哈萨克斯坦电

影意义重大，“大大提高了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业的水平”，

也让中国观众充满了期待，可以了解到音乐家冼星海生命

最后的一段动人故事。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以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

拍影片、1958年的儿童电影《风筝》的故事为开篇。电影中，

来自中国的风筝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如今，这个风筝又由

法国演员苏菲·玛索带回到开幕式现场。这个 60 年前象

征着美好祝愿的风筝，将继续照亮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友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世界也迎来了一场更为多元化的文化交融与碰撞。全面而深入的文化交流始
终是推进国际贸易合作最有力的支撑前提。电影，作为最丰富、最立体、最生动的文化载体，更能够有效地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布局中意义深远。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继续承担起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任，全
方位地促进电影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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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推动中外电影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布局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相信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外合作项目开始启动。这些合拍片通

过两国甚至多国之间的电影产业资源互补，推动各国电影

产业相互学习和发展，突破本国电影产业的制作界限，生

产出更具吸引力的故事题材和更具新鲜感的影音体验，形

成新一轮的新电影浪潮。

丝路共荣，打通文化贸易新渠道
“一带一路”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共同繁荣的合作，

这同样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愿景，即让国内国际形成电

影文化市场的共同繁荣。

近年来，中国影视业者不断寻找合拍片机遇的同时，

也越来越多地以投资方式参与到海外电影项目。如今年在

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男

配角三项大奖的《绿皮书》，背后便有中国电影企业阿里

影业的投资参与。投资企业在国际电影市场取得的丰硕战

果，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崭新名片。

去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最佳女演员

奖的影片《小家伙》，也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兰

等“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共同参与完成的。这部影片并

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合拍片，而是由俄罗斯导演、哈萨克

斯坦演员、德国制作人、波兰摄像师与中国投资人组成的

国际团队携手完成，展现了崭新的电影投资合作模式。这

部影片也同样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仅能够更有效

地实现海外影视投资与合作，更能够便捷地将优秀国产电

影出售到海外市场。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共识形

成之前，中国电影出售海外市场困难重重，既有各国之间

贸易渠道的限制，也有各地文化差异形成的阻碍。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电影人与世界各地的电影行业

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相互之间的信任度、文化理解、

包容度日益提升，中国电影也更能够远销至遥远的非洲、

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地。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设立的国际版权交易专

区，正是为了打造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国际电影版权贸易平

台，让中国片方与国际版权方之间深度洽商，达成合作，

实现更多优质中国电影输出至世界舞台、也让海外影片更

加丰富中国市场。

同时，电影行业的贸易与合作，是与同为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其他投资项目齐头并进的。例如，电影合

作的过程中也包括在沿线和周边国家投资建设高速铁路和

石油管道。另外，由电影输出的特色地域文化，也能够为

当地带来丰厚的旅游资源。目前，新西兰、澳大利亚、尼

泊尔、乌克兰、意大利、尼日利亚等“一带一路”国家都

在积极地与中国开展电影产业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一

带一路”国家的多元化产业链。

“一带一路”的布局为逐渐壮大的中国电影产业提供

一个出口市场。而电影文化的输出，又能使“一带一路”

国家之间形成情感纽带，进一步促进未来的贸易合作。

不久的未来，涵盖海陆贸易路线的“一带一路”将力图

打造全新的全球文化产业版图。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

节将持续以包容、积极的姿态，提供一个国际化、多元化、

高质量的平台，供全世界的电影人欢聚一堂，互利共赢。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Leading Various Culture Interaction of Belt and Road

Making Acquaintances thru Films 
and Building a Bridg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Cinema is the most intuitiv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a nation and a region. It is also cruc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friend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specially set up the “Belt and Road” segment in 

order to build a bridge to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via 

films, with the aim to enhanc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among the peopl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elt and Road” segment is a specialized and 

dedicated panorama of films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hat are 

currently working and cooperating most closely with China. 

These include Beyond Bollywoodwhich focuses on the realist 

films of India, Japanese Film Week which screens recent top 

productions from Japan, Indonesian Cinema Today which 

recommends the most outstanding Indonesian movies in 

recent years, and Dutch Children's Films which showcases the 

latest offerings from emerging Holland directors. In addition, 

also featured in this section is Light of Silk Road, which is an 

assembly of masterpiece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past two years.

Eschewing Bollywood’s blockbusters too well-known 

among Chinese audiences, avoiding melodramas filled 

with singing and choreographed dances, and skipping past 

excessively comedic and romantic plots, Beyond Bollywood 

focuses on Indian realist cinema. The most important and 

outstanding films in Beyond Bollywood are Satyajit Ray’s 

films Pather Panchali, Aparajito and The World of Apu. Satyajit 

Ray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dian film masters and this 

trio comprise The Apu Trilogy. The several other films are also 

notable works from India’s realist cinema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long-standing and frequent cinema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Japanese Film Week has 

always captured huge interest, and this year all films screened 

are the latest and most-discussed popular Japanese movies 

. These include Erica 38, which still hasn’t been released in 

Japan, and Chinese audiences get the chance to become 

first to watch this much anticipated production at the Japan 

Cinema Week.

Most Chinese audiences are probably less familiar with 

films screened at the Indonesian Cinema Today and Dutch 

Children's Films, mostly because movies from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seldom been released and shown in China. This 

year,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fers to Chinese 

audiences the precious chance to watch, and for some maybe 

the first ever contact with, Indonesian and Dutch films including 

som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creations from these two n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Silk Road was an ancient network of trade routes 

that connected China with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facilitating 

not only commercial but also cultural exchanges. Quality film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have been selected to 

be screened at the Light of Silk Road. Chosen films include 

romantic comedy The Bra from Azerbaijan, Singaporean film A 

Land Imagined about foreign workers in the country, 3 Faces (Se 

rokh) that depicts Iranian old-fashioned traditions, The Wild Pear 

Tree that follows the life of Turkish literary youths, and Ayka that 

portrays the struggles of illegal immigrants in Moscow.

These films not only allow us to appreciate local customs 

and to understand visually the current stat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ut they also convey universal 

emotions that even Chinese viewer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social norms and lifestyles can empathize 

and even resonate with. These movies perfectly illustrate that 

no barriers of communication truly exist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y lay the sentimental groundwork contributive 

for subsequent Sino-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hina-India Dialogue, a Collision and 
Exchange of New Ideas

China and India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Both countries 

have long and splendid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two 

great powers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vast territories, large 

populations and multi-ethnic societies. Today,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of both countries have advanced into a similar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two nations have further enhanced 

cooperation in an increasingly wider scope.

As the most vivid and direct cultural manifestation, 

cinema naturally becomes the first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early as the 1970s and 1980s, 

China imported a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Indian films, as 

represented by the likes of Caravan and The Vagabond 

(Awaara) and other household names in those days. The 

unique style of the Indian cinema, as well as spontaneous 

sequences of singing and dancing, have left a memorable 

impression on the Chinese audience. Indian movie theme 

songs are catchy and easily remembered, and many viewers 

just can't help but sing and hum along.

In recent years, Indian films have once again grabbed 

headlines in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mostly attributed to a 

plethora of excellent works from Amir Khan such as 3Idiots, 

PK and Dangal, among others. Of these, Dangal amassed 

an impressive box office of ”1.3 bill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2017, often dubbed the pinnacle for Indian film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us far. Subsequently, Bajrangi Bhaijaan, 

Hindi Medium, Secret Superstar and the recent release 

Andhadhun have all garnered commercial success and 

As an increasingly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supporting and taking par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world ushers in the collision and the fusion of various cultures.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lways the most powerful premise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most multidimensional and most vivid manifestation of culture, cinema can effectively 
strengthe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hole initiative.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ontinues to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further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film 
culture, and to function as the key conduit linking together the peopl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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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acclaimed in China. Clearly, film culture exchange 

and film marke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r.

The majority of these Indian films are comed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offer a direct and penetrative glimpse 

into the current social issue in India and serve to break 

conventional boundaries and traditional taboos. Coupled with 

delightful singing and dancing sequences, Indian films tell 

serious stories but in an entertaining and leisurely manner 

that is easily acceptable and widely beloved by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nnec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film industries of China and India, and to engender 

interactions and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filmmakers, this year'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set up a "China-India Film Co-production Dialogue" forum. 

Emphasizing on the increasingly close-knit exchange in film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forum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for film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hares experience in Chinese and Indian movie production and 

explores the future of cinema developm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China-India Film Co-production Dialogue” 

forum has invited film professionals from China and India as 

speakers, including well-known Indian actor and producer 

"King of Bollywood" Shah Rukh Khan, the highly sought-

after Indian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Kabir Khan famed for 

directing Bajrangi Bhaijaan, as well as rising Chinese talents 

Wen Muye best known as the director of 2018 box office 

runner-up Dying to Survive, and veteran co-production 

investor and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Culture Group Zhou Maofei. All the guests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o-production, and many of their co-

productions have earned outstanding word of mouth and 

box office success. At the forum, they will use thei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to explore ways for Chinese 

and Indian films to further and jointly develop, so as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China-India film cooperation.

Apart from the forum, the Film Festival will also 

hold a special “Indian Film Week: China-India Location 

Promotion”. Executive director of Indian-Chinese Film 

Association Giris Shahadvi Wankehede will usher guests 

into the beautiful Maharashtra region, famous for its unique 

natural scenery.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will introduce the 

landscape advantages, industrial base and related policies of 

Beijing's Haidian District and Huairou District. Through field 

trips and on-site visits, filmmakers from China and India will 

further deepen their desires to cooperate and speed up the 

execution of future co-production projects.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Exploring a New Field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 close exchanges and partnership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re a typical response to the call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main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exist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n the basis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the initiative strive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destiny and responsibility founded upon mutual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Apart from the intimat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Indian filmmakers,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ill also team up with other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hosting of a number of other events such 

as the Japanese Film Week, Focus on Italy, Sino-Italian 

Film Cooperation Roundtable and Ukraine Promotion, just 

to name of a few. All these events aim to promote the film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 well as to galvanize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collis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ere have been qui te a few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s in recent years, for example Chinese-Indian co-

production including Xuanzang, Kung Fu Yoga and Buddies 

in India, Chinese-Thai co-production Massagist, Chinese-

Vietnamese co-production Lost in Vietnam, and the first 

Chinese-Turkish co-production Magaic Moment, are highly 

regarded by the film industries of the partnering countries. 

Multinational collaborations and co-productions have risen as 

a new trend in present day film production.

Among the films nominated for the “Tiantan Award” 

this year, many Chinese-foreign co-productions have 

captu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or instance, The Composer, 

the first drama feature film co-produced by China and 

Kazakhstan, is the most typical and distinguished film in 

response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film 

follows the true story of one of China's greatest composers, 

Xian Xinghai, 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his life in Almaty in 

the 1940s, with Chinese star Hu Jun in the lead role. The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of this film is touted as an ic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Kazakhst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is co-production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for it "substantially 

enhanced the standard of the Kazakhstan film industry," but 

has also stimulated much anticipations among the Chinese 

audienc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moving story of the last 

moments in the life of the esteemed composer Xian Xinghai.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is year'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egan with the story of the 1958 film Le Cerf-

volant du bout du monde (The Magic of the Kite), which was 

the first Chinese-foreign co-production. The camera follows 

a kite from China as it travels across the ocean to Franc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is kite was brought back to China 

by French actress Sophie Marceau. Symbolizing the good 

wishes from60 years ago, this magical kite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prope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 industries.

Following the continual progr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more and better 

Chinese-foreign co-productions will come to fruition in the 

future. These partnerships benefit from th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of two or even more nations, drive mutual learning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help 

break through production limitations in domestic movie 

industries, and generate more compelling topics and plots 

and fresher audio and visual experiences, instigating a new 

and powerful wave in worldwide cinema.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Opens up New Channels for Cultural 
Trad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is 

also the vis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lm market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film professionals have stayed 

busy in search for co-production opportunities, and many 

movie-makers have taken part in foreign film productions 

through investment. For example, Green Book, which won the 

Best Picture,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and Best Supporting 

Actor at the Academy Awards this year, is a co-production 

with investment from Chinese film company Alibaba Pictur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investment companies have been 

fruitful and noteworthy in the international film market, and 

have become new paragons for Chinese cultural enterprises 

looking to go abroad.

Ayka, which was selected for the main competition of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last year and won the award for 

Best Actress, was also made through a tie-up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Kazakhstan, Poland and 

China. The is not a co-produ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ecause it was created by a truly international crew comprised 

of Russian director, Kazakh actors, German producers, Polish 

cinematographer and Chinese investors. Ayka represents 

a new model of film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it will be 

screened at in this year’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Under the backdro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more effectively realize not only 

overseas film and television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but 

also the exposure and sales of excellent domestic films in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In fact, before a consensus fo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formed, it was difficult 

for Chinese films to be sold in overseas markets, chiefly due 

to the trade restriction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itiative, 

Chinese filmma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lm community now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deeper trust, foster mor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e with increase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while Chinese movies can also be marketed 

to faraway places such as Africa, Oceania, Latin America.

This year’s Beijing Film Market sets up the International 

Film Trading Programme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film trading platform based in China to enable 

film companies from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o conduct 

deeper negotiations and foster more in-depth collaborations. 

This endeavor would allow more high-quality Chinese films to 

be sold worldwid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ore movies from 

overseas could reach and enrich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Meanwhile, trad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lm industry are 

carried out in sync with other investment projec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For instance, the film cooperation 

process also entails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peed railways and oil pipelines in countries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neighboring states. In addition, unique local 

and regional cultural features embodied in movies also fuel 

tourism for the locals. At present, New Zealand, Australia, 

Nepal, Ukraine, Italy, Niger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filmmaking 

and related fields. All these efforts contribute to further 

building a more diversified industrial chain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opened up an export gateway for the growing Chinese 

film industry. Moreover, the transmission of film culture 

forms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hich in turn is conducive to future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encompasses both land and sea trade routes, will seek to 

create a new global 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The annu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ill continue uphold its 

inclusive and positive attitude, and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and high-quality platform where filmmakers around 

the world may gather and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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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奖”评委
谈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化的社区”

北京国际电影节从第一届起，就将目标定为“国际水平、中国特色、北京风格”，而在本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罗伯·明可夫眼里，
北京国际电影节，正是一个国际化的社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评委们，齐聚一堂，各抒己见，交流对电影的看法。他们看待电影
的不同视角，为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带来了更多丰富的可能性。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评委会主席罗伯·明

可夫认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

“国际化的社区”。

中国的观众认识他，还是 24 年前。1995 年，他执

导的动画《狮子王》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成为影史经典，

辛巴的形象，镌刻在观众脑海里，“在森林中，神奇森林

中，狮子在睡梦中”的歌声，影迷们也能脱口而出。

如今，罗伯·明可夫来到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担

任“天坛奖”评委会主席。他与中国渊源颇深，其妻是孔

子的第 76 代后人。罗伯·明可夫第一次来到中国，还是

1997 年。22 年后，他惊叹于中国巨大的变化，“很难

跟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形容，这变化到底有多大。”

2007 年，他还拍摄了由李连杰、成龙、刘亦菲、李

冰冰等人主演的《功夫之王》。这是较早的一部中美合拍

片，具有促进两国文化合作的意义。

他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曾于 2017 年担任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评委。再次来到北京

国际电影节，作为本届“天坛奖”评委会的主席，他特别

强调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对国际交流的意义：“九年前北京

国际电影节创办之初，目标就是为中国观众、世界观众带

来各个国家的电影，促进电影业的发展。它是国际性的赛

事，展示国际影片，讲述不同背景的故事，评委也来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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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北京国际电影节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社区。”

北京国际电影节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国际水平、

中国特色、北京风格”，致力于成为“融汇国内国际电影

资源，展示中外电影文化成果，促进中外电影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历年来，北京国际电影节促成了许多中外合

拍项目，为许多电影人提供了跨国合作的机会；展映了中

外各国的优秀电影，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罗伯·明可夫的高度评价，是

对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和高端化、市

场化的重要肯定。

本次“天坛奖”评委会，除了主席美国导演罗伯·明

可夫，还包括六位评委。他们分别是智利导演、制片人西

尔维奥·盖约齐，中国内地导演、编剧、监制及制片人曹

保平，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中国香港演员刘

嘉玲，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英国导演制片人西蒙·韦

斯特。这样的构成，确实也体现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国际

化视角，搭建了中外影人沟通的桥梁，集纳了来自不同文

化的观点。其他评委关于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的看法，

同样体现出这种国际化的眼光。

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也谈到合拍片，他认

为，未来的世界，就是合拍片的世界，难以想象没有合拍

片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这种合作共赢，文化交融，是

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就促成了许

多合拍片项目，如《马可·波罗》《勇士之门》。而谢尔

盖·德瓦茨沃伊的最新作品《小家伙》就是合拍片的典型

案例，参与制作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

哈萨克斯坦、法国。这部影片，入围了第 71 届戛纳电影

节的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 萨梅尔·叶

斯利亚莫娃 )。这部电影的成功，为多国合作摄制电影，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

西尔维奥·盖约齐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缘分，也早就

开始。去年，他的电影《黎明忽至》就来到北京国际电影

节参与“北京展映”，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今年以评委身

份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他感到压力小了很多，能更放松

地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交流。无论是以作品，或

是面对面的交流，北京国际电影节，同样发挥着自己作为

一个国际化社区的作用。

其他几位评委，也对电影的评价标准，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刘嘉玲作为本届“天坛奖”唯一的女性评委，认为

女性看电影的视角，和男性还是有一些不同，可能更为敏

感、感性，男性则比较理性。马基德·马基迪则将电影中

所表达的情感视为评价电影的重要标准。曹保平则强调，

最重要的就是发现好的电影。

西蒙·韦斯特则认为一部电影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

它能否被普通观众所喜欢，而非教条地去分析：“作为电

影人，我认为不光要从拍摄手法、技巧上来看待一部电影。

评价电影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它是否是类型片，而是能不

能让所有人作为普通观众，更好地欣赏它。”

在这样国际化、多元化的视角下，本次“天坛奖”的

评选，也更加令人期待。让我们静候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届时“天坛奖”的得主也将产生。

四月，来北京国际电影节“听”最好的电影
“春之颂——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交响音乐会”在京举办

4 月 14 日晚，“春之颂——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交

响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成功举办。作为北京国际

电影节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春之颂”电影交响音乐

会始终秉持时代性与艺术性、专业性与国际性并重的理

念，一直以来备受各界观众好评。

今年，“春之颂——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交响音乐会”

邀请到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进行表演，担任指挥的是著

名青年指挥家孙莹。如歌行板，流转飞扬，音符叩开光影

世界的大门，一曲曲熟悉的旋律，载着现场观众的思绪，

走进那些让人或心潮澎湃、或百感交集的银幕经典瞬间。

本场演出共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家国·传奇》，

以施万春作曲，气势磅礴的《开国大典》作为开篇，一

曲结束，现场掌声雷动，家国情怀在每位观众心中激荡。

紧随其后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三

部曲气象万千，演奏家们用手中的乐器，将一幅壮丽非

凡的千里江山图卷，以音乐的形式在我们耳畔铺展开来。

电影《东方红》歌曲《情深意长》、电影《小花》歌曲《绒

花》，抒写着一代代国人对于家国深深的眷恋；组曲《红

高粱》《黄土地》，则将影迷与乐迷带回曾经绽放热情

与激情的燃情岁月。

在第二篇章《经典·流传》中，观众们听到了一系列

来自海外佳作中的经典曲目。马克思·斯坦纳的《飘》、

汉斯·季默的《角斗士》、久石让的《天空之城》、约翰·威

廉姆斯的《简爱》，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影迷对于光

影的独家记忆。《驯龙高手》《爱乐之城》《泰坦尼克号》

《冰雪奇缘》作为近年来好莱坞质量上乘的作品，其中

的乐章也回荡在此次电影交响音乐会的现场。

第三篇章《时代·寻梦》荟萃了近年来家喻户晓的国

产佳作配乐，《大圣归来》《宝莲灯》《大鱼海棠》动

画三部曲，将活泼与大气集于一体。《山楂树》《流浪

地球》《天长地久》三首曲目或缠绵悱恻，或悠远绵长，

让人过“耳”难忘。这一部部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人文关

怀的影片，无一不是影迷熟悉且钟爱的音乐佳作。最后，

演奏家们奏响《上甘岭》中传唱数十年的经典曲目《我

的祖国》，中国人民对于家国炽烈的情感，全都融进那

句深情的歌词：“这是亲爱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

“春之颂——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交响音乐会”在观

众回荡良久的掌声中落幕。乐章随着夜幕降临止息，但

我们对于光影的热情，却仿佛被一曲曲精彩的乐章点燃，

对于家国的情怀与挚爱，更是始终如一，赤诚，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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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增设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
主题论坛，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承办，中国电影博物馆、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协办。4 月 14 日下午，该论坛在北京
国际饭店国际厅召开。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陈名杰，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出席论坛并

致辞。中国文联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

曙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影协

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尹鸿发表主题演讲。北京电视台总编

辑、北京演艺集团公司总经理、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

务副秘书长王珏，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林等领导和嘉宾

出席论坛。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陆

绍阳，在论坛上发布了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

员会选出的“2018 十部优秀电影”，《我不是药神》《红

海行动》《无名之辈》《影》等片上榜。

此次活动还邀请了电影导演与电影评论家分别展开了

导演论坛和评论家论坛。导演论坛的嘉宾有电影导演、教

授、博士生导师谢飞，电影导演、摄影师、电影教育家张

会军，电影导演、摄影师、编剧吕乐，电影导演、编剧宁

浩，电影导演、编剧郭帆；评论家论坛的嘉宾为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教授王一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上

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厉震林，中

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贾磊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吴冠平。

传承经典 映照时代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家·国”为主题，希望通

过影像传达人们的爱国热情，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具有特殊意义。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

长陈名杰在致辞中表示，电影是能唤起最广大人民群众共

同感受的艺术，希望“家·国”主题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主题论坛
光影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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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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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和响应。

70 年来，中国诞生了无数表达家国情怀的经典作品，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特点。每到重大历史节点，中国电影人

都会用电影表达他们的心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一系

列献礼电影将会推出。陈名杰在致辞中向现场的电影专家

们提出了如何在伟大的历史节点写好时代史诗的课题，希

望电影人会有更好的作品诞生。

电影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生活的时代，创作必然

与时代关联。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

宏在致辞中提到，新中国电影走过了 70 年的辉煌历程，

这 70 年间，中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看到时代的进步与变迁，看到每一个

中国电影人的青春记忆。

在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下，中国电影呈现了良好

的发展态势，中国电影人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电影创作活力持续迸发，市场规模持

续扩大，电影市场力量空前提高，呈现了欣欣向荣的良好

局面。

融合创新 积极主流
中国文联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影协理

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尹鸿，分别在论坛上发表了专业深刻的

主题演讲。

饶曙光的主题演讲对不同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做了一

个描述，提出了在新时期，守正创新，拥抱高科技，促进

中国电影发展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以前，电影人集中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在

1942 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方向，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一个基本诉求。在这个诉求

指导下，涌现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电影，建立了覆盖

全国的电影发行体系，这是新中国电影的最大成就，让电

影走出城市，扩展到农村。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一个最

大风格就是崇高美学，贯穿着英雄主义的精神。

进入八十年代，新的美学风格诞生，它们在思想层面、

表达层面和美学层面，都有很多创新，第四代和第五代

导演共同开创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程，美国大学开

始开设中国电影的相关课程。饶曙光说到，那个时候，

很多导演拍摄的影片都要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开研讨会，

创作者和批评者坐在一起讨论，这些讨论的意见都保存

了下来。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编的一个小白皮书，把当时

这个理论和创作的对话完整记录了下来，成为今天理论

与批评的典范。

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后，电影产业改革

释放了电影市场的活力，中国电影高速发展。新时代，中

国电影最大的主题就是推动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

变，进一步推进电影的供给侧改革，优化电影市场体系；

拥抱高科技、实现融合发展。

饶曙光最后总结到，中国电影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

坚持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优秀

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创新为中国电影的

发展开创更大空间。

尹鸿的主题演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去年的中国电影

做了一个阐释，并着重介绍了积极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的

重大意义。

2018 年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大年，究竟什么

是现实主义？尹鸿指出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有很多

现实题材表达的都是非现实主义的精神，是虚假、空洞的

现实，甚至是伪造的现实。所以现实主义有两个层面，一

个是现实主义精神，故事未必是现实题材，但表达了对现

实问题、现实困境的积极关注；第二个是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

过去一年出现了很多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手段

和方法，体现了非常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去年到今年还出

现了一系列的表现现实的纪录片，都得到了市场不同程度

的认可。

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尹鸿归纳了它的五种走向：边缘

现实主义、主旋律现实主义、喜剧现实主义、寓言体现实

主义和积极现实主义。《我不是药神》就属于积极现实主

义作品。这类作品最大的特点是表现了现实生活，但不仅

仅停留在对真实生活的还原上，还表现了主流价值中的真

善美，让观众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未来，所以能够产生共

鸣。最后，积极现实主义是让人向上、向善、向美、向前

的，所以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推动性的力量，满足大众的正

义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聚力发展 同路奋进
电影导演和电影评论虽然是两个不同职业，但都与电

影密切关联，都是电影产业和电影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主题论坛专门邀请了中

国电影届备受关注的导演和电影评论家，分设了导演论坛

和评论家论坛。

导演论坛里的嘉宾谢飞，今年已经 77 岁，是新中国

电影发展的见证人，自身也创作了大量优秀电影，并长期

为电影教育付出；另外一位嘉宾郭帆，作为 80 后，已经

执导了工业量级非常巨大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他感

激新时代为他提供了机遇，因为如果没有电影技术支撑，

拍科幻片就像工人失去了生产工具，无法工作。

张会军、吕乐和宁浩在导演论坛上与大家分享了各自

在电影创作中的经验。作为新中国电影不同时期的见证人

和亲历者，他们深刻感受到了时代进步，为电影发展带来

的巨大机遇，除了电影技术让很多电影创作成为可能，相

关电影政策的推出，也推动了电影的发展，释放了创作者

的活力，优化了电影市场。

在电影评论家论坛上，五位嘉宾分别阐释了不同时期

中国电影的创作环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指出，1949

年后的中国电影，深入全国各地，观众在电影中看到发生

在全国各地的生活和故事，工农兵成为电影创作者，成为

电影的主角。这一时期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创作尚

无市场诉求，但到了九十年代后，外国电影涌入、产业改革，

中国电影开始有了市场诉求，电影创作呈现多样化。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提到了 2003 年开始的文化

产业改革，把中国电影带入了高速化发展的时代。年轻的

电影创作者学习最新的电影技术和知识，在做大做强的市

场内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纵观整个电影主题论坛，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回顾

了新中国电影走过的 70 年。在这 70 年里，电影创作手法、

电影美学特征、电影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

些都与时代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电影人的聚力发展，促成

了今日中国电影的成就。电影人们渐渐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电影产业在逐步优化的市场环境内持续发展。

电影导演、编剧宁浩在导演论坛
上发言，纵论对电影文化和发展
的理解

电影导演、编剧郭帆在导演论坛
上发言，感谢新时期为其电影创
作代来了机遇

08FORUM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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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第十五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亮相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4 月 14 日上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官方活动

之一，第十五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在北京饭店诺金

宝石厅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

原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喇培康、总经理江平，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负责人谷国庆，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广电影视联盟理事长

王卫平，中国电影合作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苗晓天，中美

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主席、美国鹰龙传媒董事长苏彦韬等

嘉宾，以及数十家中美两国影视公司负责人、众多演艺界

嘉宾出席发布会，发表致辞，并公布第十五届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的主要活动安排。

苏彦韬主席在致辞中特别感谢了中宣部、国家电影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所给予的支持。他表示，“中美影视同

行对电影的热忱、对合作交流的愿望让这个活动一步步发

展到今天。我们希望通过影视交流，更好地融合东西方文

化，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会上，演艺界嘉宾、影视公司负责人作为“老朋友”，

纷纷为本届活动送上祝福，并一同回顾了中美电影节、中

美电视节在过去十几年取得的成就与荣光。自开办以来，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一直竭力推动中美影视工作者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中美电影市场的互补性，为中美文

化的沟通搭建一座桥梁。它以影视为平台，促进中美两国

人民之间的友谊，打开文化的窗口。每年“中美双节”都

会举行大规模的展映交流活动，举办高峰论坛与市场活动，

共同推动中美影视产业的发展，获得中美文化高层、电影

艺术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由“电

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将

成为其中有力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美建交 40 周年之际，

本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组委会将携手中影股份，在

“中影剧场”推出《致敬经典，献礼 70 周年》的“迎国庆”

电影展映活动。自 2019 年 6 月至 10 月，《烈火中永生》

《地道战》《南征北战》等 21 部优秀红色电影将登陆美

国城市卫视，向海外观众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发布会上众

嘉宾为未来的展映活动进行揭牌，共同期许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明天。

 文 ：本报记者张敏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探索科学世界 体验光影魅力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少年科学影像单元暨首届北京国际青少年科学影像展评展映活动开幕

2019 年 4 月 12 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少年

科学影像单元暨首届北京国际青少年科学影像展评展映活

动开幕仪式于北京科学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为第九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新增单元。活动以“探究科学·放飞梦想”为

主题，旨在借助影像技术启迪青少年科学梦想，提高青少

年科学素质，助力青少年科学报国，以中国风范和首都情

怀展现青少年精神风貌和文化自信。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副主席司马红，河北省科学

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郑丽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孙晓峰，著名环境专家、国际青少年科

学发现影像大赛创始人、香港青少年科学院荣誉院长姜冬

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红祥，新华网科普

事业部总监柯仲华，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处

处长李挺，北京电视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赵波，北京青

少年科技中心主任张晓虎、北京科学中心主任何素兴等领

导和嘉宾出席开幕式。

司马红在活动现场致辞表示，青少年科学影像展评展

映作为一项展示青少年优秀科学影像才华的科普实践活

动，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是鼓励、引导广

大青少年探索科学世界，体验媒介技术，展示实验成果的

一种重要形式。在电影节组委会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青

少年科学影像作品今年首次纳入北京国际电影节，将有力

地促进科学影像类科普资源的创作与推广，也推动青少年

科学影像展评展映活动向高端化和国际化发展。

在开幕式结束后，青少年们带着精心准备的参赛作品

进行了公开展示。来自国内外的学生以剧组为单位，共有

38部作品参展。参赛的同学们热情洋溢，展示自己的成果。

从探索生命秘密的《无壳孵化小鸡》到以保护湿地为主题

的《我为家乡测河流》，每个作品都体现着参赛青少年们

对科学的探索和将电影与科学相结合的奇思妙想。

不仅如此，本届青少年科学影像展评展映还将举行科

学影像沙龙、科学影像与传统的工作坊、北京国际电影节

嘉年华体验等丰富的活动。以“汉服归来”为主题的科学

影像与传统文化工作坊活动，开设科学影像与汉服制作工

作坊，学习汉服构造，了解汉服历史，体验汉服从设计到

制作完成，并以汉服为素材，运用摄影去记录汉服制作的

全过程，学生可以创作纪录片、微电影等不同形式科学影

像作品。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使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电影产业

前沿科技，感受影视作品的科学魅力及艺术美感。青少年

们通过创作优秀的科学影像作品，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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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家和·光影怀柔”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盛大启动

春暖花开四月天，一年一度的电影嘉年华如约而至。

4 月 14 日上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活动

在位于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内的国家中影数字

制作基地盛大举办，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张目以及著

名影视演员丛珊、何军等影视界知名人士受邀到场为活

动助力。

本届电影嘉年华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办，北京

电视台、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作为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嘉年华是电影节面向大众的

电影狂欢活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届电影嘉年华活动以

“国兴家和·光影怀柔”为主题，设立百年光影长河、电

影科技体验、民间影视情景、影视角色巡游、光影艺术殿堂、

电影主题美食等 6 大板块，推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

展播、经典电影歌曲群星演唱会、经典道具展陈、电影角

色 Cosplay 巡游、江南水乡影视情景秀、VR 电影互动体

验等27项特色活动。活动自4月14日起至5月4日止（其

中 4 月 20 日、27 日闭园），将持续 19 天。

与往届相比，本届嘉年华活动娱乐性高、互动性强、

体验性佳，以影视沉浸式互动形式让游客感受电影的魅力。

比如，“百年光影长河”板块安排了密集的经典老片和老

电影海报展出，还有 5 月 2 日的经典电影歌曲群星演唱

会星光熠熠。此外，结合 2019 年中国科幻题材电影的热

映，重点打造了科幻电影科技特装互动装置。最后，今年

的嘉年华还将用电影节风车 LOGO 为设计灵感打造一个

风车的海洋，装饰活动线路，为游客们提供一个拍照留影

的“网红打卡地”。总之，本次电影嘉年华活动为游客提

供了一场全方位的电影文化饕餮盛宴，了解电影历史、参

观电影道具、体验电影场景、参与电影拍摄……一份份精

致的电影文化大餐就等你来品尝。

作为北京市影视产业和影视活动重要承载地的怀柔影

视产业示范区，核心区 6.99 平方公里，目前已累计完成

投资近 65 亿元，吸引华谊、海润、金英马等 600 多家

影视及关联企业注册，已投用项目有中影基地、星美今晟

影视城、影创空间、国际影人酒店、百汇演艺学校、老爷

车博物馆等，正在建设包括北京电影学院新校区、制片人

总部基地、中影基地二期等项目。以中影、星美为主，怀

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已累计接待剧组拍摄制作作品 2800 多

部，近年来，《建国大业》《狼图腾》《流浪地球》等国

产票房过亿的大片近半数出自怀柔影视企业。“十三五”

期间，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的建设重点和目标为：

积极争取国家和北京市支持，建设集拍摄制作、投资策划、

交易发行和旅游演艺、广告会展、衍生品开发及餐饮居住、

教育培训、商贸金融等“产业链条完整、关联企业集聚、

综合服务齐全”的影视文化新城，打造国际高端水平、综

合竞争力强的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

未来希望中的新使命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开幕式

2019 年 4 月 12 日晚，在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里，

“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拉开序幕。出席本次开幕式的

业界嘉宾有中国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张宏先生，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先生，土耳其电影家、费比西国际

影评人联盟秘书长阿琳·塔什吉扬（Alin Tasciyan）女士，

以及部分展映影片的导演和主创们。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

嘉宾有著名导演、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院长谢飞教授，副

校长孙立军教授，副校长尼跃红教授，校党委副书记张健

先生，校纪委书记支宏伟女士，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

长侯克明教授。

这是“注目未来”单元自 2014 年以来，在北京国际

电影节走过的第六个年头。从 4 月 12 日至 4 月 18 日，

将有 12 部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电影作品与观众见面。

它们多是导演的长篇处女作，或第二部长片作品，为中国

观众打开不同的文化窗口，体味新一代的艺术先锋力量。

这些展映作品中，制片国家和地区涵

盖了中国、俄罗斯、韩国、越南、伊朗、

德国、葡萄牙、匈牙利、塞尔维亚、比利

时、卢森堡、巴西等，集合各国青年导演

力量，汇聚国际视野。作品类型与题材包

含了剧情、喜剧、爱情、冒险、战争、纪

录片，甚至有影片大胆地融入了戏曲元素，

以多元的文化内涵展现青年电影人的创新

力量。

本届“注目未来”单元自 2019 年 1

月初启动时，便收到 311 部来自国内外

的作品报名申请，其中，亚洲首映作品占

到 40%——这是平台影响力的体现，北

京国际电影节携着“注目未来”单元，已

经在各国青年导演心中，架起了艺术表达

与展示自我的桥梁，成为激发创造活力的

前沿新阵地。最终遴选出的 12 部作品，

都沿袭了本单元“鼓励创新精神，捕捉国际电影未来潮流

与精神，展示电影艺术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增进各国青

年交流合作”的宗旨，在与国际接轨、包容并蓄的文化核

心中，发掘“新力量”：创造之新、思维之新、形式之新、

青年之新，以助力未来电影的发展。

本届“注目未来”单元为青年电影人，以及未来电影

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在开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副

校长孙立军在欢迎辞中指出，要多渠道地培养一流的电影

人才，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增进国际青年合作；而中国电影

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张宏则提出了“希望之中的责任与使

命”，要关注文化内涵，找到文化自信——这些都使得“注

目未来”有了更为深重的意义。

让年轻人看到世界，让世界看到年轻人——这是“注

目未来”单元所包含的希望、责任与使命。在青年导演的

不断努力中，各方电影人的保驾护航下，我们的“注目”

才有了动力，电影未来便有了希望。

如何捍卫自己的“一剧之本”

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蓬勃发展，但抄袭现象频发。根据司法实践，

抄袭的认定标准，由“实质性相似”+“可接触”两部分组成。只有证明

涉嫌侵权作品与原创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同时，又有证据表明侵权人在

此前具备了接触原作品的机会或者已实际接触了原作品，才能判定为著作

权侵权。对于普通编剧来说，或许没有更多的法律专业和技能，但也可以

通过一些简便易行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一剧之本”。

一、日常防范注意事项

1. 在创作过程中应保留好自己是作者或享有著作权的证据，如完稿

后立即发送至自己的实名邮箱，或进行版权登记，或进行时间戳认证等。

2. 在与合作方洽谈时，如需交付作品，最好是签定保密协议和索要

收稿回执，最次也要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与对方沟通留下当时交

付了稿件的证据。

二、签约履约注意事项

1. 对合作主体做基础尽调。可通过企业信用网了解其注册资本、股

东情况、经营范围等工商基本信息，通过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查询

其有无诉讼案件、被强制执行案件、失信情况等，以及通过互联网查询其

有关信息等。

2. 明确署名方式。应约定署名的名称、顺位、大小等，以及排除相

关署名等。

3. 稿酬支付要明确。如对方不能及时足额支付稿酬，可约定迟延交稿、

著作权随付款比例相应转移等反制措施。

三、遇到纠纷注意事项

无论是履约中产生纠纷，还是遭遇作品侵权，编剧应当第一时间咨询

影视律师，争取一开始就设计好在当时情况下能争取最大权益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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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张宏先生在“注目未来”开幕式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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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定格 PHOTOS

“春之颂”电影音乐会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音乐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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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NTRODUCTION 扫描

连接古今 横贯东西  
——致敬黑泽明系列电影展映

连接古今：
以武士形象透视社会百态

黑泽明的一生经历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

个时期，社会形势的更迭、近现代化的嬗变对他人生观的

形成、日后创作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出身于武士家庭，自

幼就在武士道精神中耳濡目染，故而其电影大多为剑戟

片。然而，黑泽明没有在作品中对武士精神大书特书，武

士形象也并非一成不变。那些角色往往与时代的变迁相挂

钩，体现着“菊与刀”的矛盾内核。本次展映片目中的《姿

三四郎》《罗生门》《战国英豪》《用心棒》《影武者》

等影片，让观众看到日本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943 年上映的《姿三四郎》是黑泽明的处女作。虽

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士片，但借由主人公姿三四郎对

柔道的学习求索过程，传递了自律、坚韧、自由的精神，

在老式蒸汽车的远去中，留下明治时代的余韵。

七年之后的《罗生门》让世界看到了黑泽明的叙事魅

力。这部电影融合了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与《竹林中》

两部小说，一场简单的凶案在四方人马的各执一词中，变

得扑朔迷离。电影中的武士不再高高在上，反而被降到了

与强盗相同的地位。人性的弱点、身份认同的迷失与日本

社会的自我反思勾连在一起。

1958 年的《战国英豪》是黑泽明少有的带有幽默元

素的作品。它以日本战国时期为舞台：败军之将带着落魄

公主逃亡的路上，多次在千钧一发之际转危为安。影片中

的娱乐元素为原本严肃的家族复兴故事增添不少笑料，这

种护送模式被《星球大战》所借鉴，其中两个插科打诨的

小人物也成为两个机器人（C-3PO 和 R2D2）的原型。

《用心棒》是黑泽明对千年以来杀伐不断的历史的拷

问。看似无所归依的浪人武士三十浪剥离了正经武士的形

象，引诱两方势力相互争斗以坐收渔翁之利，隐含着黑泽

明对投机一代的反思与批驳。在他的创作生涯晚期，史诗

巨制《影武者》于 1980 年横空出世。影子武士的伪装与

被拆穿，应和着甲斐国盛极而衰的变化之路，武士忠义与

精神信仰被置于诘问之台，崩溃于顷刻之间。

黑泽明的武士剑戟片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所以我们

才能够从中解读一二，于另一个角度了解日本的社会百态。

融贯东西：
以东方人文写就莎士比亚式悲剧

黑泽明十分钟情于莎士比亚戏剧，不断研究其中的历

史事件与人物悲剧。他曾表示：“莎士比亚是我一生最为

崇敬的大剧作家”。1957 年的《蜘蛛巢城》就改编自莎

士比亚的《麦克白》，1980 年的《乱》即改编自《李尔王》。

虽是改编，但黑泽明从未想要照搬原著。他将日本的

文化传统与审美意识融入到西方的故事模式中，贯通着东

黑泽明在一众电影人心中，一直是难以逾越的丰碑。在他的电影中，叙事疆土不断被开辟，形色各异的武士、英雄、底层人物在那方
展示社会百态的舞台上演绎着悲欢离合。他既具有东方悲天悯人的思想，借由镜头中的故事展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挖掘着人性
深意；也能融贯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精神，被评论人一再推崇为“登陆西方世界的先行者”。电影人不断从黑泽明的作品中汲取创作的
灵感与经验，真诚表达对这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尊敬与热爱。故而，在 1998 年黑泽明逝世后，我们依然能看到他的精神在银幕上闪耀。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致敬单元里，就带影迷们一同畅享 15 部黑泽明享誉世界的佳作和后人的致敬之作。

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左右各站着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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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扫描 INTRODUCTION  

西方文学观念，并加以提升，用苍穹俯瞰人类世界的手法

来拍摄这些历史悲剧。

同样是被野心蒙蔽、背叛君主（领主），《蜘蛛巢城》

为观众营造了气氛吊诡的蜘蛛林，主人公鹫津武于这片诡

异之地萌发了野心，如同被蛛网所困而无法逃脱。加之对

武士道精神的描写，正直、忠诚、坚毅、保卫家族所构成

的东方价值体系朝夕倾覆，让一出西方悲剧更具有东方的

意味。这些都是黑泽明对日本文化符号的提纯，在移植莎

翁故事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内涵。

在对《李尔王》的改编上，黑泽明先用一个“乱”字，

言简意赅地突出家庭纷争，以及战乱对苍山的祸害。《乱》

的故事背景是日本战国时代，在情节主题与人物塑造上都

更靠近东方观众的审美趋向，贴近日本民众的常识认知。

譬如在莎翁生活的时代，英国女子继承王位是常事；而在

日本，男性更占据政治的主导地位。因此，黑泽明把三个

女儿替换成三个儿子，同时在影片中植入日本古典歌舞剧

和日式狂言，呼应着崇尚伟岸与爱好滑稽的审美特点。

这两部片子也解释了为何本次致敬单元要用“摆渡西

东”来形容黑泽明：能够吸收西方悲剧的精髓而化为己

用，输出东方的价值体系，可不就是东西文化之间的摆渡

人吗？

除了《蜘蛛巢城》与《乱》之外，本次展映片单中还

有黑泽明 1951 年作品《白痴》，改编自俄国作家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名作。在黑白影像中，以北海道呼啸的风景，

写就一个时代的隐痛。

后人致敬：
精神闪耀在他处

深刻的人文哲思，对叙事模式的不断开辟，让黑泽明

电影成为众多电影人的灵感宝库。

《罗生门》的“一个真相，多种描述”讲述方式被张

艺谋导演借鉴于电影《英雄》中，以体现秦王、残剑、无

名三人对政治的不同见解。邱刚健导演的《阿婴》也运用

了此种话语方式，把“杀夫事件”所体现的人性弱点，转

化为女性意识崛起过程中的迷思。

杜琪峰在其电影《柔道龙虎榜》的片尾字幕中直接打

出“向黑泽明致敬”的字样，从故事主旨到人物弧光，无

不有《姿三四郎》的影子。在柔道的力与美中，寄托着杜

琪峰对香港精神的唤回。陆川导演、姜文主演的《寻枪》

借鉴了黑泽明作品《野良犬》的主题，但在细节处理上各

有侧重：前者重在一个“寻”字，而后者重在人物选择。

1960 年上映的《豪勇七蛟龙》是好莱坞向黑泽明“取

经”的开始。与《七武士》相比，《豪勇七蛟龙》中七名

西部牛仔并不恪守完美的正义准则，将原作中的“贵族正

义”推广为任何平民都能拥有的品质。赛尔乔·莱昂内同

样也将武士精神与西部牛仔相融合，借《荒野大镖客》引

人思考“枪与秩序”的平衡。

在致敬与被致敬、本体与延续的参照中，“黑泽明宇宙”

得以构成。观众在其间穿梭，体验着互文阅读的奇妙。而

纪录片《三船敏郎：最后的武士》，将从另一个维度补全

“黑泽明宇宙”的拼图。

                           文 ：本报记者张敏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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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区柯克：把悬念发挥到极致
关于希区柯克拍摄于 1960 年的《惊魂记》有很多“传

说”：据说当时的观众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女主角在电影

三分之一处就被杀了，都被吓坏了。想想也是，那时候的

人哪见过这场面啊，洗澡，明明是人生中最私密的事情之

一，却被突然破门而入手持锐器的男人刺死在浴室里。这

绝对是恐怖片电影史上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

《惊魂记》中浴室砍杀的那场戏，希区柯克以快速剪

辑、特写、灯光及音效的综合运用，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恐怖效果。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电影院里，银幕上女主

的尖叫声和银幕下观众们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将电影推

向了高潮。女主角珍妮特·利在浴室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

脸也被英国电影杂志《TotalFilm》评选为了历史上最经

典的死亡镜头。

当然，除了电影确实拍得好，这也得益于希区柯克对

电影的保密工作做得好，那时候就有了防剧透的极先进想

法，一切都为电影的终极悬念服务。他是怎么做的呢？最

开始，当他买下小说版权时，他让工作人员把市面上出版

的原小说差不多都买下来了，为的就是让尽可能少的人读

过原著，这样去看电影的观众就不会知道接下来的两小时

将要发生什么。

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希区柯克也始终把保持悬念放

在了第一位。他要求全体制作人员对剧情及影片结局严格

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任何细节。甚至还故意大摇大摆

地招募“母亲”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并对外宣布了候选者

名单，虽然剧本中根本没有“母亲”一角的场面。等到电

影放映的时候，他又来了次“病毒宣传”，也就是在各个

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大量刊登广告，广告上写明了：电影

开始后，任何人都不再被允许进入影院。即使到今天，电

影开场后都是仍然可以进入影院的，更别说当时了。这条

与众不同的规定让《惊魂记》从一开始就区别于普通惊悚

片，显得一幅煞有介事的样子。而事实上，它也确实显出

了与众不同。

电影开始，珍妮特·利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公司职员，

她常常和男友在廉价旅馆急匆匆地约会，但因为钱的问题

男友并不着急离开前妻，女主角去上班时刚巧老板让她把

四万美金存进银行，她冲动之下竟然带着钱开车逃走了。

当她开车开了很久，准备在一个僻静的汽车旅馆住一晚时，

意外在这里发生了。而这个转折点也打开了电影后半段完

全出人意料的走向。

可以说，希区柯克在这里对剧情的设计完全颠覆了人

们的观影预期和认知，所以才能把电影悬念发挥到极致，

在心理上深刻地影响到了观众们。《惊魂记》的经典不仅

仅是对悬念的设计，还有种种对电影叙事的颠覆和革新，

故事看似以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经典叙事方式开始，当观

众跟随进入叙事中时，希区柯克却突然打破了一切，对于

60 年代的观众来说，这无疑是颠覆性的。

还有对浴室的运用。60 年代以前，恐怖片是不会碰

触“家”这样的私人领域的，更别说浴室了。西方世界有

一句谚语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就

是私人财产权和家庭安全。而《惊魂记》的出现，打破了

人们对自己家，对浴室等这样私人领地的固有安全感。蛰

伏于家中的恐怖，终于被恐怖片发掘出来，从此，恐怖电

影迈向了新纪元。                         

                           文 ：本报记者阎俊 供图 ：新华社 / 中国图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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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排片 SCHEDULE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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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 我是古巴

北京金逸影城朝阳大悦城店 6 号厅 大树之歌

CGV 星星影城（颐堤港店）
优酷厅 印度灰姑娘

IDO 厅 小特工蒂姆

北京寰映影城合生汇店
7 号厅 特拉·威利

杜比影院 小家伙

天幕新彩云国际影城 巨幕厅 18:20 夏日大作战 狼的孩子雨和雪

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 8 号厅 洛尔卡美洲之旅系列纪录片

百老汇电影中心（万国城店） 1 号厅 18:00 你的鸟儿会唱歌 夏日大作战

卢米埃影城（长楹天街 IMAX 店）

3 号厅 沉睡魔咒 谍影重重 4

IMAX 厅 /3D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IDO 厅 爱之屋

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
4 号厅 生死抉择

LD3 厅 小花

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
巨幕厅 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怀孕了 证人

8 号厅 布努埃尔之神龟迷宫

深影国际影城（学院路店） 中国巨幕厅 疯狂的狐狸 野梨树

保利国际影城中国科技馆店
巨幕厅 穿越时空的少女

4D 厅 19:00 脱皮爸爸

UME 影城（北京双井店） 2 号厅 筋疲力尽

UME 影城（北京安贞店） 9 号厅 我的生命之光

中间影院
1 号厅 /4K 迷魂记

剧场厅 19:30 没有犹太人的城市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 9 号厅 了不起的巴斯特

保利国际影城北京天安门店 8 号厅 18:00 米尔斯夫人 爱你，西蒙

北京红星太平洋电影城
8 号厅 /4K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LUXE 厅 我失去影子的那天

自由人影城（世界之花假日广场
店）

1 号厅 希斯特斯兄弟

北京万达影城怀柔店 2 号厅 老人和枪

北京活力天宝国际影城 1 号厅 今天我休息

UME 影城（北京华星店）
2 号厅 四百击 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

6 号厅 拼图

北京 ACE 影城 3 号厅 乌鸦和麻雀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1 号厅 /4K
10:00 日暮

惊魂记
15:45 后窗 19:00 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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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