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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场”硕果累累  电影之都走向世界
签约额再创新高   突破 309 亿

4 月 19 日下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今年的“北京市场”共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 202 家展商、130 家嘉宾买家注册，征集创投项目累计达到 735 个。最终，共有 77 家企业、40 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签约额
达到了 309.028 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18.48%。北京国际电影节实现了三年从百亿级到三百亿级的三连跳，累计市场签约额达到
1319.39 亿元。至此，本届“北京市场”活动圆满结束，硕果累累。

市场合作品质引领，国际布局稳步开拓
作为“北京市场”最重要、最受瞩目的环节之一，签

约仪式通过一系列热门影片的发布、重磅合作项目的公开，

吸引各界目光，提振行业士气，持续为业内人士提供交流

合作的机会。

签约仪式伊始，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北京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杨烁致辞，他总结了本届“北

京市场”取得的四项成就，首先，国际行业交流合作进一

步拓展，“印度电影周”成功举办，加速中国电影走出去

步伐；其次，新项目、新企业、新技术的展示交流大幅扩

容，“北京市场”主体活动继续做大做强；第三，项目创

投新人新项目倍出，硕果累累；第四，行业对话及特约活

动与时俱进，探讨主题更具前瞻性、针对性，场场爆满。

随后，77 家企业和机构陆续上台进行重点项目的签

约。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持的“祝阿国际文创小镇”

影视基地建设、中国·超化国际影视港都顺利签约，前者

投资约 70 亿元，预计于 2023 年完工。

除了以上两个重点项目，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

此次签约仪式上一共签约了 8 个项目，包括：与法国

AAA 集团将合作拍摄《金玲传奇》，中影数字巨幕北京

有限公司与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影院服务上的

战略合作，等等。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一共签约了 6 个项

目，包含了以收藏家张伯驹人生经历为题材的影片《张伯

驹》，以及由老舍先生文学作品孵化来的影片《猫城记》

《断魂枪》《青蛙骑手》这些具备社会责任意识的精品电

影项目。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牵引下，今年“北京市场”

在中外交流与合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保利影业投资有

限公司与上海沅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制作中泰合拍片

《失恋先生》，聚力盛世（北京）传媒咨询有限公司与澳

大利亚传奇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两部合拍片《爱，

顺其自然》和《君子好酋》，北京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索尼影视签署影片《烈火英雄》的海外发行合约。最令

人瞩目的，当属中印双方在“印度电影周”上达成共识合

作开发影片《阿辛哥的奇妙之旅》。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影视公司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优

秀项目的制作中，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优秀影视企业逐步拓展国际市

场，加速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北京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陈名杰宣布本届“北京市场”签约

额为 309.028 亿元人民币。他表示经过八年的发展，本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签约额是第一届签约额的十倍。如今，

北京国际电影节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电影行业的瞩目。

在签约仪式的最后，北京国际电影节与 27 家重点影

视公司达成重要战略合作签约。大家一同宣言：共襄盛举、

共谋发展、共赢未来。至此，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

京市场”活动圆满落幕。

展会平台全面升级，助推市场转型发展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进一步彰显北京对中国电影

市场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将电影市场版块正式更名为“北

京市场”。与往年相比，其持续时间、场地面积、国际知

名版权公司数量均有所增加，活动时间由 3 天延长至 4 天，

展会面积扩大了 20%。规模的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北京

国际电影节的吸引力。

今年，“北京市场”加大了国际展商的邀请力度，共

吸引国际展商 71 家、国际嘉宾买家 36 家，包含了印度、

乌克兰、新西兰、新加坡、奥地利、比利时、希腊、荷兰、

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蒙

古、泰国等 16 个国家。

本届“北京市场”继续立足于电影产业发展，以“展

示·推介·交易·交流”为主题，在保留“电影要素交易

平台”“项目创投交易平台”两大平台的同时，增加了“国

际版权交易平台”，力图打造“全球电影东方交易中心”，

形成更加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

为此，本届展会增设了版权交易专区，邀请了来自法

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韩国等 8 个国家

的 11 家知名版权商，为中外影片市场交流搭建了便捷的

通道，促动片方与国际版权方之间形成深度洽商与合作，

全力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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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场”的全面升级，彰显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志

于推动中国电影市场的决心和信心。北京国际电影节将立

足于首都之地的丰富文化和产业资源，有力地促进中国文

化“走出去”的步伐，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萨洛尼

卡电影节代表 Thanos Tavropoulo、莫斯科电影节选片

主任 Razlogov Kirill 等业内人士都对构建华语电影“走出

去”平台表示高度认可。

青年影人创投升温，未来市场潜力可期
本届项目创投活动从 2018 年 12 月 3 日正式启动，

至 2019 年 3 月 3 日为止，累计接到了来自 10 个国家和

地区的一共 735 个项目，创历届数量之最。

广泛挖掘国内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作活力的青年电影

人，快速推动富含潜力的电影项目对接与孵化，打造极具

影响力的项目创投平台，同样是北京国际电影节致力于实

现的重要目标。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版块首次增设了“制

作中项目”（WIP 项目）环节，为已获得拍摄许可证的优

秀项目提供前后期支持，促进优秀项目落地，成为本届项

目创投版块的亮点。在今年收到的报名项目中，就有 51

个 WIP 制作中项目报名。

经过反复审核、评选，26 个优秀电影项目最终出炉。

其中，有 10 个创投项目和 6 个 WIP 项目入围了本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项目创投终审路演环节。另外

10 个优秀创投项目则在 18 日、19 日的项目创投洽谈环

节上集体亮相。

最终，《一只叫薛定谔的猫》成为本届项目创投最大

赢家，同时囊括“特别大奖”“海外推广奖”和 WIP 项目“最

具市场关注奖”；《非常母女》《烈日之寒》《嘎嘎！南

岛队》分别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最具商业潜力奖”

和“最具创意奖”；WIP 制作中项目则有《野犬笔录》《夏

天只是一天》等获得大奖。这些获奖项目还将得到赞助方

的资金和技术服务支持，在不久的将来孵化为优秀作品，

形成中国电影未来新鲜的血液。

近年来，从北京国际电影节脱颖而出的优秀电影项目

枚不胜举。通过创投平台培训、推介、展示和资源对接的

电影项目已超过 150 个，向海内外影视行业推介的青年

导演超过 30 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的大力扶持

下，也孵化培育了许多优秀的年轻电影人才，结出了丰硕

的成果。

例如，第七届“最佳原创剧本”获奖项目《不可杀戮》

顺利杀青；同届洽谈项目《郊区的鸟》获得了去年西宁

FIRST 青年影展最佳剧情片荣誉。第八届“特别大奖”获

奖项目《春江水暖》、优秀项目《日光之下》《悬崖》均

已开机。更不用说第三届“特别大奖”作品《我的特工爷

爷》、第四届“特别大奖”作品《七十七天》、第五届创

投作品《南极之恋》等这些在国内成功上映，并在票房和

口碑都取得优秀成绩的项目。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创投项目的接收

数量逐年增多，项目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

导演和编剧，希望借助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的平台，

实现自己的电影梦，继而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入新鲜

活力。

论坛传播北京声音，直击产业发展热点
行业对话版块为电影行业从业者提供了一个经验交

流、思想碰撞的机会，通过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及行业

领军人物，捕捉行业潮流，前瞻市场动向，发挥着电影产

业风向标的重要作用。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一共推出了 6 场主题论坛，分

别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主题论坛”“艺术电影论

坛”“电影科技国际论坛”“互联网电影主题论坛”“中

印电影合作对话论坛”“国际电影市场论坛”，每个版块

从不同的层面积极推动中外电影行业的交流与发展。

另外，今年的“北京市场”还组织了 5 场电影行业高

峰对话，从内容创作、制作宣发、版权保护、IP 衍生等

角度多元探讨产业发展。其中，倍受瞩目的“中国青年导

演崛起之路”活动，组织了往届在北影节创投上获奖的导

演再次回来，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展示创投的成果，讲

述青年导演成长的苦与乐，探讨项目创投平台如何助力中

国电影的未来。

“数据驱动的国际版权贸易与保护”论坛则聚焦了当

下的电影版权热点，以知识产权领域的重点、难点为中心

进行了深入探讨。论坛的议题包括如何利用云计算、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支撑电影版权的维护，保

障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

以“2019网络影视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行业对话，

聚焦眼下最具话题性的网络影视，从创作、投资、发行等

多角度共同探讨网络影视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推动网络影

视创新发展、促进我国电影产业提质升级。网络影视市场

依托于互联网时代，顺应新一代人群的消费口味，在近些

年崛起并发展壮大，呈现了多部现象级的作品，商业价值

一度达到井喷，是目前极受瞩目的市场领域。

特约活动亮点突出，紧贴市场深挖资源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共举办了 35 场

特约活动，几乎包揽了各个方面的合作交流，内容紧贴热

点，形式趋于多样，话题不仅涵盖了中外合作、发行与营

销、影视工业化、等近年持续热门话题，也囊括了中国科

幻美学、跨媒体娱乐、完片担保等新的议题方向。

一方面，诸多零散、小型的特约活动对于“北京市场”

各大主论坛来说，构成了全方位的支撑和助力。例如，在“一

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北京市场”以主论坛“中印电

影合作对话”为牵头，辅以若干个特约活动“2019-2020

年度中印电影合作分享会”“乌克兰推介会”“‘聚焦意

大利’——中意电影合作圆桌会”“一带一路动漫影视推

介暨创投会”等，形成多样化、多地区的中外沟通渠道，

共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文化一体化发展。

另一方面，以国内电影人为主体的特约活动中，各种

类型和题材的创投，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例如，既有针

对独特题材而举办的“生态环境保护影视剧创作论坛”“全

国公安、法制影视创投高峰论坛”，也有覆盖全类型的“中

国影视文创投融资高峰论坛”“华语编剧主题峰会”等等。

正是因为特约活动的灵活、个性、丰富，“北京市场”

的活动也显得精彩纷呈。它整合了现有的零散产业资源，

吸引了各国、各分支产业的众多目光，提供了涵盖项目路

演、企业发布、沙龙活动在内的多元化互动平台，实现了

定制化的市场开发途径，充分满足了国内外电影公司和机

构业务及宣传的需求。

影视之都继往开来，中国电影砥砺前行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取得的可喜成绩，与当

前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电影人的高涨热情密不

可分。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电影品质也

在大幅提升，中国电影正在稳步走向世界。中国，这片辽

阔的丰沃之地，早已成为全球瞩目的黄金电影市场。

经过八年的发展，伴随着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飞速成长，

“北京市场”的影响力急剧攀升，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电

影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北京市场”带来的丰硕成果，

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蓄积了动力和潜能，提振了电影

行业的士气，吸引了各界的关注和期待。

作为电影节的举办地，北京不仅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

也是新中国电影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北京因为电影节引发

的相关产业联动，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北京国际电影节

正在成长为首都文化产业创新升级的新引擎，为北京建设

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之都注入了新动能。北京，这座

古老的文化之都，如今已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孵化

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努力打造成具有国际化、专

业性的全球电影东方交易中心。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铭记祖国 70 年来

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的同时，更需要各个行业锐意进

取，解放思想，朝向崭新的阶段转型升级。中国电影的

发展离不开祖国的安定繁荣，离不开民族的文化传承，

离不开无数家庭的滋养哺育。电影梦与家国梦和合与共，

中国梦与世界梦携手致远。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是以

“家·国”为主题，迎面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秉守初

心，不畏艰难，全力推动朝气蓬勃的中国电影奋发向前，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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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陈名杰
宣布本届“北京市场”最终签约额

华夏电影、创世星影业与印度导演卡比尔·汗的影视公司签约合作开发合拍片《阿辛哥的奇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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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Value Broke 30.9 Billion and Hit Record Highs, 
Copious Contracts Signed at "Beijing Film Market",

 Chinese Capital of Film and TV Goes Abroad
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19, the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of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as hosted in all its splendor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Hotel. This year's Beijing Film Market garnered 
regist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from 202 exhibitors and 130 guest buyer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and solicited a 
total of 735 project pitches. In the end, 40 projects from 77 enterprises successfully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ontract value adding up to RMB 30.9028 billion Yuan, up by 18.48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he contract value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achieved a triple continuous growth from 10 billion to 30 billion in the past 3 years, 
with cumulative contract value reaching RMB 131.939 billion Yuan. As such, this year's Beijing Film Market came to a 
grand closure with copious feats achieved.   

Market Cooperation Focused
on Quality,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eady

As the most important segment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the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entails a series of 

launches and premiers of hotly anticipated films, blockbuster 

projects and cooperation of relevant companies, and 

captures the attention both in and out of the industry, raises 

the morale of the industry and its professionals, and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industry participa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gning ceremony, Yang Shuo, 

Vice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ommittee and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of Film, Television and Radio made a conclusion on 4 

achievements of "Beijing Film Market". First, there is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he successfully 

held “Indian Film Week” has accelerated the steps of 

Chinese films going overseas. Second, there are a lot more 

new projects, new companies and new technologies being 

showcased. The increase of quantity has illustrated the 

efforts of scaling up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Third, There 

are also more investor who invested on new projects which 

bore new fruits. Fourth, industrial dialogue and special events 

are also reflecting the ethos of the times. Topics are more 

forward looking, well-targeted and very well received.

Later on, 77 Companies and agencies have taken the 

opportunities to sign on major projects. China Film Co. Ltd 

(CFGC) has successfully signed on projects such as "Zhu’a 

International Cultural&Creatne Town" and China Chaohua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Hub". The "Zhu’a project is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7 billion yuan and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2023.

Apart from these two aforementioned major projects, 

CFGC has signed a total of 8 projects including "Legend of 

Jinl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rench company AAA, There 

is also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Zhongying Digital 

Screen Beijing Co., Ltd and Zhujiang Film and Media Co., Ltd 

on cinema service, etc.

Poly Film Investment Co., Ltd signed 6 projects today, 

including the film "Zhang Boju"，which came out of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collector Zhang Boju, as well as Mr. Lao 

She's excellent literary work hatched film "Cat City", "Death 

Gun", and "Frog Rider" which are considered as social 

responsibility-conscious film projects.

In addi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jing Film Market"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is year. Poly Film Investment Co., Ltd 

and Shanghai Yuanhe Film&Culture Co., Ltd cooperated to 

made the China-Thailand film "Mr. Heartbreak", Julishengshi 

(Beijing) Media Consultation Co., Ltd and Australian Legend 

Media Group Co., Ltd cooperated to develop "Love, Let 

It Be" and "Gentleman’s Favorite Leadership" 2 co-

production films. Beijing Bona Film Group Company Limited 

and Sony Pictures signed an oversea release contract of 

film "Fire Hero". The most attractive event is that China and 

India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he Film Festival that they 

will cooperate to develop the film "Bro Xin’s Wonderful 

Journey".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made new achieves continuously. More and 

more Chinese film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projects, which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film indus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and Chinese film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their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will 

accelerate to be beyond compare in China even in the world.

Deputy Minister of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Film Bureau, and 

Vice-chairman of Committee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hen Mingjie announced that the contract value of 

"Beijing Film Market" is 30.9028 billion Yuan. He said that 

after 8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ntract value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10 times as many as the first 

one. Today,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film industry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the signing ceremony, 27 key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anies reache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ooperation contract with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statement was made that they will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and win the 

future together. So far,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of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ended successfully.

Full Upgrade of Exhibition Platform 
Propels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llustrate how Beijing drives and affects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the Film Market in previous 

sessions of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as 

officially renamed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Comparing with 

past years,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extended its duration 

from three days to four days, enlarged its exhibition space 

by 20% 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featured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companies, all in all fortify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in the 

invitation of overseas exhibitors, having attracted 71 

international exhibitors and 36 international guest buyers that 

hailed from 16 nations including India, Ukraine, New Zealand, 

Singapore, Austria, Belgium, Greece, the Netherlands, France, 

Italy,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Malaysia, Indonesia, Mongolia 

and Thailand.

This installment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continued to 

revolve around the growth of the film industry, adopted the 

core theme of "Demonstration · Promotion · Transaction 

· Exchange," and while preserving the two main platforms 

of "Film Factors Trading Platform" and "Project Pitches Trade 

Platform, th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rading Platform" was 

added for the goals of forging an "oriental trading center for 

the global cinema" and form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olistic industrial chain structure.

As such, this edition of the exhibition added th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trading zone and invited 11 renowned 

copyright businesses from eight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Singapore, India, Indonesia, Mongolia and South Korea, 

serving as a convenient channel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 

markets communication, engendering in-depth negotiations 

and collaborations between film studios and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firms, and emphatically catapulting Chinese cinema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full upgrade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demonstrates 

the confidence and the convict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promoting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ill continue to capitalize 

on the national capital's rich array of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resources, propel the "go abroad" progr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howcase to the world the charms of Chinese heritag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anos Tavropoulo, Chairman of Se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Mosco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azlogov Kirill and other 

industry veterans have all expressed their prais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latform conducive to the "go abroad" 

endeavor of Chinese cinema.

Venture Capital for 
Young Filmmakers Heats Up,
Future Market Potential Robust

The Project Pitches segment this year began officially on 

February 3, 2018, and as of its conclusion on March 3, 2019, 

a record-breaking total of 735 projects from ten nations and 

regions have been showcased.

To exhaustively comb for young Chinese filmmakers with 

an innovative spirit and creative vitality, to rapidly promote 

matchmaking and incubation of promising film projects and 

to forge an extremely influential project pitching and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 are all crucial objectives th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dedicated to accomplish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emiered 

the "Work in Progress" (WIP) un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year's Project Pitches segment, which aims to provide 

early- and late-stage supports for distinguished projects 

that have already acquired filming permission and promote 

establishment of outstanding projects. A new highlight at 

this year's Project Pitches segment, the WIP unit received 

registration from 51 works in progress this year.

After multiple rounds of examination, ver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selection, a short-list of 26 exceptional 

film projects were chosen. Of which, there are ten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and six WIP projects that qualified for the final 

project pitching roadshow at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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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addition, 

ten other notabl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will be collectively 

showcased at the project venture capital negotiation on the 

18th and 19th.

In the end, the film "Schrodinger’s Cat" won "Special 

Award", "Overseas Promotion Award" and "Most Public 

Attention Award" of the WIP project, and became the biggest 

winner in the Venture Capitalist of the festival. "Extraordinary 

Mother and Daughter", "Chill Under the Burning Sun" and 

"GAGA! Nandao Team" won the "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Award", "Best Commercial Potential Award", and "Best 

Originality Award" separately. In the process of WIP 

production, "Note of Stray Dog" and "Summer is Just a Day" 

also won the big award. The award-winning projects will 

also be funded by sponsors and supported with technical 

services, which will hatch into excellent works in the near 

future, and will become a new force of Chinese films in the 

future.

In recent years, a bevy of remarkable movie projects 

have emerged from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re than 150 film projects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training, 

recommendation, showcase and resource matchmaking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oject Pitches platform, 

and over 30 young directors have been propelled into the 

spotlight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film industries. Under 

the prolific aid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oject 

Pitches segment, scores of praiseworthy young movie talents 

have also been incubated and cultivated, resulting in copious 

achievements.

Take for instance, filming for Cannot Be Killed, winner of 

the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at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has successfully wrapped up, while another 

project that was put up for negotiation the same year, 

Suburban Bird, won the award for Best Narrative Feature 

at last year's FIRS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Xining. The 

8th BJIFF's "Special Award" winner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as well as outstanding projects Under the Sun 

and Cliff have all started production. Many other past projects 

have achieved both commercial success and critical acclaim 

in China, such as 3rd BJIFF's "Special Award" winner My 

Beloved Bodyguard, 4th BJIFF's "Special Award" nominee 

Seventy-Seven Days and 5th BJIFF's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the clout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number of projects being 

pitched, and the quality of these projects, also rise in tandem.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directors and screenwriters 

hope to rely on the Project Pitches platform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 realize their cinematic dreams, 

which in turn will inject new blood into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in the future.

Forum Transmits Beijing Dialogues
that Focused on 
Latest Industry Developments

The Industry Conversat ions segmen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fil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rough a gather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scholars and industry 

leaders, these conversations discuss sector trends, foresee 

market directions and function as vital bellwethers for the 

future of the film industry.

A total of six thematic forums have been unveiled at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espectively "Chinese 

Films Forum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ye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thouse Film Forum," "International 

Digital Cinema Technology Forum," "Internet Film Theme 

Forum," "China-India Film Co-Production Dialogue" and 

"International Film Market Forum". Each unit, in its own way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 helps dr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is year's Beij ing Film Market also 

organized five movie industry summits, which delved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content creation,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ercialization and merchandise. Of which, one of the 

most attention-grabbers is the "Road to the Rise of Young 

Chinese Directors" activity, which saw the return of numerous 

award-winning directors from p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oject Pitches to share their creative experiences, 

demonstrate the outcomes of venture capital, speak about 

the bitterness and sweetness as up-and-coming directors, 

and discuss about how the Project Pitches platform can ai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

The  "Data-drive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rade and 

Protection" forum underscored the hottest trending topics in 

movie copyright, and organized dialogues that emphasized 

key areas and key challenges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or. Agendas at the forum included how to utilize cutting-

edge technological methods like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o support the protection of film 

copyrights and safeguar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movie 

market.

An Industry Conversation centering on the the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Web Film and Television 

in 2019" underlined online movie and TV, one of the most 

talked-about issues in present day, and arranged discussions 

on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web film and 

television from a multitude of angles such as creativity, 

investment and distribution, so as to dri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web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promote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upgrade in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The web film and TV market leans o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follows the consumer preference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has emerged and quickly strengthened 

in recent years, as exemplified in the materialization of a raft 

of phenomenal works and the explosive surge in commercial 

value. Currently, this market segment has gained tremendous 

attention and interest across the board.

Notable Highlights 
in Events & Activities, 
Staying Abreast of the Market 
and Extensively Tapping Resources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of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osted a total of 35 special Events & Activities 

and included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almost 

every aspect, with contents staying abreast of the hottest 

themes while formats were highly diversified. Subjects not 

only encompassed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 distribution 

and sales, cinema industrialization and other popular issues 

in recent years, but also new agendas and directions like 

Chinese sci-fi aesthetic, cross-media entertainment and film 

production completion guarantee.

On the one hand, the myriad of small Events & Activities 

underpin and support the main forums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from different angles. For instance, under the 

backdrop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led the way with the China-India Film Co-Production 

Dialogue, which was supplemented by a diverse range of 

multi-regional Chinese-foreig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like "2019-2020 China-India Film Cooperation Sharing 

Session," "Ukraine Promotion," "Focus on Italy, Sino-Italian 

Film Cooperation Roundtable" and "Belt and Road Animation 

and Comic Film and TV Project Recommendation and 

Venture Capital Meeting". They jointly bolster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film cultures in nations on the "Belt and 

Roa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also quite a few Events & 

Activities that focused on domestic filmmakers, and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of various sorts and themes captured the 

most attention. For exampl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lm and TV Series Creativity Forum" and "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and Legal System Film and TV Production 

Venture Capital Summit" featured truly unique topics, 

while "China Film, TV, Culture and Creativit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ummit" and "Chinese Screenplay Themed 

Summit" were broader in scope.

Actions at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were further enlivened 

because of the flexibility, individuality and diversity of these 

Events & Activities. They conglomerated scattered industry 

resource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various nations 

and from numerous industry niches, provided a diversified 

interactive platform comprised of formats like roadshow, 

corporate announcement and salon, actualized a custom-

made market development pathway, and aptly catered to 

domestic and overseas film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in 

their needs for business and advertisement.

Capital of Film 
and TV Continues Forward, 
Chinese Cinema Forges Ahead

The laudable success achieved at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of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closely 

tied to the robust growth of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and 

the bottomless passion of Chinese filmmakers.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has maintained high-speed 

growth, while movie quality has also improved considerably 

and Chinese cinema is steadily and surely making headway 

around the globe. China, this expansive and fertile realm, has 

long-ago risen as a golden film market that has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After eight years of progress and following the break-

neck growth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impact of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has soared, ascending 

in significance as a critical platform contributive to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makers. The abundance of feats brought about 

by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comprise a reservoir of stimuli 

and potentials conducive to the future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raised the morale of the industry and 

its professionals and earned the attention and anticipation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As the host of the Film Festival, Beijing is not only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nema, but also a witness and 

composer of the cinema of New China. Tremendous 

economic returns have been generated in Beijing because 

of activities in other relevant industries instigated by the Film 

Festival.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grown 

into a new engine that drives the innovative upgrad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capital city, and injects new fuel into 

Beijing's aspiration of positioning itself as an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cit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Beijing, this time-honored 

capital of culture, is today a crucial incubator pivo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supposed to be an inter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global film trading center in the East.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hile commemorating the process of hardship 

and feats of glory of the motherland over the past 70 years, 

even more importantly, every industry needs to stay sharp 

and ambitious, liberate mindset and strive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oward a new echelon. Chinese cinema 

hinges upon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motherland, 

depends upo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people, and 

relies on the nurturing of countless families. The dream 

of cinema and dream of homeland are intertwined, and 

Chinese dream and world dream join hands. This edit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evolves around the 

theme "Home·land" as it embrac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new epoch, stands by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tackles all obstacles with courage, and assertively propels the 

vibrant Chinese cinema forward 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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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十年之约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走过了九个年头。九九归一，升华超越，明年我们即将迎来与影迷和电影人的十年之约。十年，是一个节点，
也是一个起点。在走向十年之际，我们因满怀期待而激动不已，也因九年成长而信心坚定。此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每年都有令人
无法忘怀的亮点。

北京国际电影节前身为北京国际电影季，创办于 2011 年，2012 年更名为北京国际电影节。2011 年的 4 月 23 日至 28 日，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成功举办。九年来，北京

国际电影节以“共享资源，共赢未来”为活动宗旨，搭建电影人交流平台，促进产业发展，为影迷做好文化服务，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和高端化、市场化

的大型文化盛会。每一次评奖，每一场展映，每一场沙龙……九年来的点点滴滴，都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成长的足迹。北京国际电影节九年前还是新生儿，如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2011 年 4 月 23 日，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开幕。

首届电影季即设计了开幕式、“北京展映”、专业论坛、

洽商、电影音乐会和闭幕式六大主体板块。这些重要活动，

格局科学合理，延续至今，形成了九年来北京国际电影节

的基本活动框架。

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迎来了 2000 多位中外嘉宾，

北京各界参与人次达到 10 万，其中海内外演员、导演等

电影业界知名人士 130 余人出席开幕式，25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79 家媒体、495 名记者参与报道，334 家中外电

影机构、860 多位业内人士参加电影洽商。共有 47 位嘉

宾在主席论坛、“中外著名导演对话”论坛、中欧电影

合作之路论坛和 4 场专业讲座上发言。

首届电影季就促成了多笔交易，签约项目达 10 个，

签约总额 27.94 亿元人民币，创下当时国内电影节展交

易额最高纪录。虽然当时的北京国际电影季才刚刚创立，

但已经呈现出自身巨大的能量，焕发着无穷的活力。首

届电影季就走在了一个高起点上，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第一届 高端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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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起，北京国际电影季更名为北京国际电影节，

进一步拓展了其国际视野，扩大了活动规模。

这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保留原有六大板块的基

础上，首次设置了“电影嘉年华”，进一步丰富了电影

节的活动内容。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电影节上举办

的嘉年华活动，它让更多群众能够亲身参与进来，以更

多方式体验光影的魅力。

闭幕式则采用了电影交响音乐会的形式，邀请英国

皇家爱乐乐团，为观众们带来《星球大战》《指环王》《阿

凡达》《红色娘子军》等经典电影的配乐。新西兰女高

音歌唱家海莉·薇斯特拉还演唱了《泰坦尼克号》的主

题曲《我心永恒》。

这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北京国际电

影节的国际化、专业性、创新性和高端化。这样一个跨

越提升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服务群众的力度更大，

也吸引来了更多的国际电影人。54 个国家及地区的

260 余部优秀影片与北京观众见面，詹姆斯·卡梅隆等

300 多名世界一流电影人集体亮相，246 家中外媒体注

册，900 多名记者直接参与新闻报道，共有来自世界各地 640 家影视机构，179 家展商参与，21 个项目签约，成交金额达 52.73 亿元。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在会见卡

梅隆等嘉宾时指出，北京举办电影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沟通合作平台。

第二届 跨越提升

2013 年，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置了评

奖单元“天坛奖”主竞赛单元，吸引了更多来自全世界

的最新优秀电影，收到了来自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31

部影片报名参选。

 “天坛奖”的评委会由最具权威性、专业性的国际

知名电影人组成，首届邀请到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

哈尔科夫担任主席。经过初选、复选、终选层层选拔，

评委会最终选拔出 15 部主竞赛入围影片，角逐“天坛奖”

的十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

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

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与此同时，“天坛奖”奖杯也与大家见面。奖杯整

体高度为 45 厘米，其中基座高 9 厘米，杯身高 36 厘米，

都是“9”的倍数，喻指“天坛奖”的至高荣誉。

“天坛奖”的设立，体现着北京国际电影节专业性

的提升。至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有超 9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00 余部影片报名参评，邀请了近 50 位

世界著名导演和电影大师担任“天坛奖”评委。

第三届 天坛奖设立

电影市场由第一届的洽商板块发展而来。第三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电影洽商活动更名为北京电影市场。到

了第四届，电影市场的交易额首次突破 100 亿，达到

105.21 亿元人民币，打破国内影展的市场交易额纪录。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主要分为电影

要素交易平台和项目创投交易平台两大部分，共有 248

家展商参展，其中国内展商为 123 家，国际展商达 125

家。这是国际展商在数量上首次超越了国内展商，由此

可见，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吸引更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而交易额的不断攀升，

也体现着北京国际电影节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电影从业者，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互通有无。

国内外电影人在这里找到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项目。如

中影与派拉蒙公司宣布合拍 3D 奇幻动作大片《马可·波

罗》，基美影业与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宣布合拍 3D 魔

幻动作片《勇士之门》，中美宣布合作拍摄“飞虎队”

题材影片《飞虎月亮花》。

此外，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同样为青年电影人提供了更多机会。“项目创投”版块进一步提升。主办方邀请到焦雄屏、艾秋兴、陈德森等资深电影人担任创投评审，

为青年电影人提供建议。初出茅庐的电影人，也有机会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上，被伯乐发现。

第四届 百亿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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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确立了“大师、大众、

大市场”的风格特色。“大师”，体现了电影节的国际化

水平和专业品位，反映其艺术价值；“大众”，体现了电

影节的品牌影响力和惠民主张，反映其社会价值；“大市场”，

体现了电影节的市场活力和行业认可度，反映其商业价值。

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邀来更多大师级影人，如评委

会主席，由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担任；曾在多个国际

电影节担任主席的马可·穆勒，则成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顾问。此外，北京国际电影节还邀请 15 个国际知名电

影节的主席、总监出席电影节各项活动。

为了提升大众的参与感，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始广

泛地利用全媒体宣传。除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宣

传外，网络新媒体宣传也开始成为推广电影节的生力军。

北京国际电影节充分利用官方微博、微信、APP 以及主流

网站等，形成多媒体立体宣传格局，进一步扩大电影节的

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市场化方面，北京国际电影节更迎来了一个大事件：

借鉴国际经验，成立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加入电影节承办机制。公司化运作有利于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能更加有效地调动电影节的商业资源，因而国际上的

电影节常采取这种模式。而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的成果同样验证着这一模式的有效性。本届电影市场共吸引注册展商 275 家，同比上一届增幅 11%，国际展商再次超越国内，

达到 140 家，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本年度项目创投版块共征集项目 445 个，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 100%，最终的市场交易额达 138.45 亿元人民币。

第五届 大师、大众、大市场

“北京展映”历来是北京国际电影节中，最受普通影

迷关注的一个单元。2016 年，第六届“北京展映”的票

房首度突破 1000 万。2016 年 4 月 8 日至 23 日，北京

国际电影节精挑细选的 500 多部中外电影在“北京展映”

中与大家见面，北京 25 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及 5 家高

校，展映千余场次。共设置获奖精粹、经典修复、致敬大

师、舞台影像、系列饕餮、环球视野、纪录佳作等 20 个

单元，其中包括“经典京剧电影展”“国家大剧院歌剧电

影展”“美国电影大师比利怀尔德 110 周年纪念”“苏

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逝世 30 周年纪念”“日本导演

森田芳光纪念专题”“著名导演桑弧百年诞辰纪念”“黄

建新从业 30 周年纪念”等多个主题。

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首次采取市场

化运作方式，与“微票儿 + 格瓦拉”合作，打通线上线

下售票渠道，建立统一售票平台，观众可以方便快捷地通

过网络购票。这更进一步提高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市场化。

第六届 千万票房

2017 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到了第七届，已经成为世

界发展速度最快、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国际电影节之一。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会阵容凸显国际化，

评委会主席是两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一次奥斯卡最佳

外语片奖获得者、丹麦著名导演比利·奥古斯特，其他评

委包括：中国香港女导演张婉婷、意大利著名制作人保

罗·德尔·布洛科、中国女演员蒋雯丽、罗马尼亚导演拉

杜·裘德、美国导演罗伯·明可夫以及法国演员让·雷诺。

此外，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还吸引来一批中外著名影

人，包括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印度知

名导演、演员阿米尔·汗，中国台湾导演张艾嘉。中外电

影人都高度评价北京国际电影节。意大利著名导演朱塞

佩·托纳多雷说：“北京国际电影节代表着中国电影产业

的发展，它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我喜

欢北京国际电影节在成长过程中所迸发出的无限可能，这

种力量甚至超越了许多老牌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最佳男

主角克里斯托弗·沃尔兹则感慨：“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

规模，国际电影节中最好的东西都在这里呈现了。”

除了国际电影人纷纷表示肯定，青年电影人也都齐聚

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平台累计接收项目 712 个，申报

项目数量再创新高，较第六届增长 5.6%。而且，其中 80、90 后新锐工作室申报的项目为 246 个，占比 34.6%。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帮助众多年轻电影人实现梦想的平台。

最重磅和最新锐的力量，都见证着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腾飞。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发展速度，所呈现的勃勃生机，都令世界为之瞩目。

第七届 中国速度

08FOCUS 关注

北影节20190420官方日报004.indd   10 2019/4/20   5:44:01



260.825 亿元的市场签约额，集中体现了第八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的成果。而历届的累计总交易额，也在本

届突破千亿元大关。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着力构建电影要素、

项目创投、电影版权交易平台，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电

影市场之一。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活动期间，

举行了 4 场行业对话，30 场特约活动，促成了来自 79

家企业的 38 个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本届电影市场立足

电影产业发展，开展了招商展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

特约活动、签约仪式五大板块活动，全面提升了国内外

电影人互通有无的平台。

本届展会共吸引了 220 家国内外影视公司和机构注

册报名，最终进驻电影市场的国内外影视公司共 209 家。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许多海内外的

电影人与电影机构，都在这里找到了合作伙伴。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则累计

征集项目 722 个，经过层层选拔，选拔出 20 个优秀项目，

其中 10 个进入终审路演。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电影产业合作与资源整合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助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电影市场交易额再创新高，体现电影节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第八届 再创新高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家·国”

情怀为主题策划活动，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北

京展映”特别设置“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展，汇

集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直至现在的众多优秀国产

影片，不仅体现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也构成了一幅

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嘉年华

也以“国兴家和，光影怀柔”为主题，设置百年光影长河、

电影科技体验、民间影视情景、影视角色巡游、光影艺术

殿堂、电影主题美食六大板块，共 27 个活动项目。丰富

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切实体现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彰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入围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国产电影《音

乐家》《流浪地球》《第十一回》，同样体现了中国电影

人的家国情怀。《音乐家》讲述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

的故事，充满对祖国的深情；《流浪地球》大胆挑战科幻

题材，实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突破；《第十一回》则试图

在创作者自我表达的同时，兼顾商业性，是中国艺术电影的一次有益探索。这些电影都与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样，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满怀家国情，为祖国更加强大添砖加瓦。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还设立“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主题论坛”。在论坛上，嘉宾们各抒己见，回望在中国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电影人们是如何用影像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

讨论当下中国电影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当代中国电影人是如何用电影表现当代中国主流价值。

第九届 家国情怀

九年时光匆匆过去，在与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依

依惜别之际，我们也对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充满憧憬。

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媒体注册机构累计 2567 家，注

册人数累计 9294 人；“天坛奖”共收到 4000 余部报

名影片，其中国产电影 1000 余部；“北京展映”播放

影片数累计 2900 余部，展映和活动累计近 5100 场次；

市场签约额年年攀升，累计 1319.39 亿元……这些数字，

见证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如何从新生一步步发展，成长为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节。我们期待与北京国际电

影节的十年之约，迫不及待地见证它一次次超越自己。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目标是“国际水平、中国特色、北京

风格”，它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扩大国际

影响，走出自己的道路。让我们期待，北京国际电影节

来年会更好。

第十届 国际水平、中国特色、
北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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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EWS 消息

用技术联合推动电影产业发展之路
——当下中国电影的业态转型与格局重构

4 月 19 日下午，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的特

约活动“当下中国电影的业态转型与格局重构”顺利召开。

本场活动由中国电影美术学会视效专委会主办，蓝海创

意云（Creative Cloud®）、宝琳创展、锐艺多吉等联合

协办。活动针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格局变化，

借由电影《流浪地球》为例，以视效这一电影工业中的

重要环节为核心，探讨当下中国电影的产业环境与市场

化转变。

当下的产业环境里，强强联手、资源整合成为电影格

局重构的重要手段。众多影视公司由单纯的制作中心观念

转变为电影市场化运作的思维模式。为此，本次特约活动

首先进行了签约仪式，以促进跨区域、跨资源的融合发展。

蓝海彤翔集团董事长、蓝海创意云创始人鲁永泉，北京文

化副总裁邓勇，《澳门商报》负责人等签订了三方协议，

以期在未来能够以影视和媒体产业资源为基础，依托蓝海

创意云的数字特效云平台的优势，为数字影视特效制作提

供全流程的服务。同时，蓝海创意云还与宜春市政府、中

国电信进行签约仪式，利用各自的计算资源、运营服务能

力上的优势，在 IDC 中心建设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国

内外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影视渲染服务。

一直以来，整合影视行业所需的资金、人才、创作资

源和渠道，并通过专业化服务、协同管理工具实现企业、

团队和个人跨地域协同创作，是蓝海创意云坚持的奋斗目

标。此次与北京文化、《澳门商报》、宜春市政府、中国

电信等的多元跨界合作，无疑将进一步集合多方优势资源，

形成深度的合作共赢，更将对当下中国电影业态发展及格

局重构产生极大的助推力。

随后，在中国电影美术学会视效专委会主任刘晓清主

持下，《流浪地球》视效指导丁燕来，《流浪地球》概

念设计张勃，《流浪地球》制作公司、MORE 视效总监

赵浩强，蓝海彤翔集团执行副总裁向明，宝琳创展 CEO

郑胤围坐一堂，从中国电影在视效方面的阶段性成果出

发，将内容创作与工业化设计结合，讨论中国电影产业

的现在与未来。

丁燕来与张勃分享了《流浪地球》的制作过程：在设

计的前期以及实现创意的过程里，他们着力于突出属于中

国的视觉风格，而非一味照搬以往科幻大片中的元素。赵

浩强为大家强调了重工业电影项目里与导演沟通的必要

性。而蓝海彤翔集团执行副总裁向明补充，“在电影创作

过程当中，需要很多前沿的、有突破性的技术为电影服务，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利用更多的资源帮助中国电影在工业化

的道路上强大起来。”

阴阳合同逃税？
怕是把税务筹划想的太简单！

避税是一种合法行为，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
规定的前提下，将纳税义务减至最低限度的行为，而
偷税和逃税则为违法行为。崔永元去年曝光的大小
合同，虽然许多网友将其对号入座认定为阴阳合同，
但是经过仔细对比，其实两份合同中的内容是不一
样的，在性质上更像是混合业务下的两份应税合同。
从法律上来说，这里的大小合同都为应税合同，都需
要缴纳税款。

实践中，大部分艺人工作室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
个人独资企业。艺人工作室可以直接申请或者自行开
具发票以满足客户财税方面的需要。同时，艺人工作
室在缴纳税款方面可以享受不少优惠政策。

根据《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0]16 号）的规定，对个
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
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
得税，只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艺人工作室的纳税义
务人通常为艺人本人。 

艺人工作室在增值税的适用方面也大有文章。根
据法律规定，在适用增值税方面，可分为一般纳税人
及小规模纳税人。其中，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率为 6%，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率为 3%，小规模纳税人年营业
额超过 500 万的部分自动升级适用 6% 的税率。

事实上，税务筹划是一项集复杂、高端、专业于一
体的业务。优秀的税务筹划团队不仅可以帮助艺人规
避税务中的法律风险，还可以帮助艺人最大限度地合
法避税，让其演艺生涯更加星光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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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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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影视剧创作论坛——电影《半亩方塘一鉴开》新闻发布会

2019-2020年度中印电影合作分享会当下中国电影的业态转型与格局重构

中国影视文创投融资高峰论坛“聚焦意大利”——中意电影合作圆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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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田守的奇幻地图：向前跑，永怀希望
日本动画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与艺术价值享誉世界，从宫崎骏、押井守、大友克洋到今敏等大师频出。而纵览当前日本动画电影业界，
细田守已经成为最受瞩目的新一代导演之一。2006 年，细田守执导的第一部独立作品《穿越时空的少女》成为当年日本电影票房的一
匹黑马，此后的作品也接连获得成功。细田守常常被日本媒体冠以“宫崎骏的接班人”“下一代宫崎骏”等称号，成为日本动画业界
的中流砥柱。本届“北京展映”便选取了细田守生涯中最重要的几部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到的《穿越时空的少女》，还有《夏日大作战》
《狼的孩子雨和雪》《怪物之子》和最新的《未来的未来》，组成了一幅“细田守的奇幻地图”。

大器晚成
细田守曾经在一部纪录片里说过：“为了作品绞尽脑

汁挖空心思，是要怀着一种‘为了作品我可以去死’的

觉悟，这就是一部作品的真谛。”细田守对于动画的热

爱可以说非常早，早在初三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第

一部作品，一部一分钟的飞机空战短片。

1967年，细田守出生在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富山县，

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在这般自然环境的熏陶下，细田守

自幼热爱风景绘画。因为口吃和语言障碍，幼时的细田

守显得有些孤僻和难以融入班集体。在小学时代结束的

1979 年，他在电影院里邂逅了宫崎骏导演的电影《鲁邦

三世》和林重行导演的剧场版动画《银河铁道 999》，

细田守被动画里的奇幻世界深深打动，并早早以动画导

演为职业目标 , 确立起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但细田守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很顺，和大部分从专业学

校或者高中读完直接进入业界的动画人不同，细田守是

读完大学后才进入动画业界的。他大学读的是电影专业，

毕业后，他参加了吉卜力工作室的招聘考试，但是却被

刷了下来。即使如此，他还是从偶像宫崎骏那里得到了

一封鼓励信，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让你这样的人进入

我们的工作室，反而会消磨你的才能，所以我们选择不

聘用你。”在后来的一部纪录片里，细田守将这封信整

齐地裱在一个相框里，一直悉心收藏着。

那之后，细田守被熟人推荐进入东映动画工作。从

1991 年进入东映，到 1999 年首次在剧场版动画《数码

宝贝：滚球兽的诞生》中以导演身份崭露头角的八年间，

细田守一直在积蓄力量。这个过程中，他师从山下高明、

角田紘一等著名原画师，熟悉了整个动画制作的过程和

模式，并得到了多次实践机会，参与多集动画的原画绘

制和分镜设计，用他自己的话说：“东映动画对我而言

就像学校一样”。

《数码宝贝：滚球兽的诞生》成功之后，细田守还导

演了另一部《数码宝贝：我们的战争游戏》，这部也可

以看作是后来《夏日大作战》的原型，同样讲述了现实

中的少年团结起来与虚拟世界中的敌人战斗的故事。这

个时候，细田守就已经开始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导演才华，

所以才会被吉卜力借用过去担任《哈尔的移动城堡》的

导演，但也是这次经历，让他经历了自己生涯的最大挫折。

具体中途发生了什么没人能清楚，但细田守被吉卜力中

途替换掉了，这部动画的制作人说“细田已经江郎才尽

了啊”，业界的人也这样纷纷讨论。

在这样度过了毫无起色的三年后，细田守终于收到了

一份邀请，来自于 MAD HOUSE 的社长丸山正雄，邀请

他制作一部长篇动画电影，这就是让他声名鹊起的《穿

越时空的少女》。这时，距离他初入动画行业已经过去

了 14 年。38 岁，一个并不小的年龄，动画监督细田守

才横空出世。

现实与家庭
2006 年，改编自日本作家简井康隆同名原作的动画

版《穿越时空的少女》在日本上映，没有什么烧脑或繁

琐的情节，只是讲述了一个 17 岁的少女偶然间获得了穿

越时空的能力，用它来解决各种麻烦事、度过高中生活

的青春恋爱物语。

虽然剧情平凡简单，但细田守把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心

路历程描绘得极为生动细腻，从女主角刚开始发现自己

能穿越时空的狂喜到乱用再到后来的反思和后悔，片中

不管是笑点还是哭点，都是如此自然不做作，很容易让

人融入剧情，不禁回忆起高中时青涩的自己。虽然跌跌

撞撞，但不会停下奔跑的脚步。“我在未来等你”，“嗯，

马上就去，我会用跑的”，打动了无数观众。

而这个有关在失败和挫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仿佛也

和细田守的失败经历重合在一起。《穿越时空的少女》

从最开始的只有几十块银幕播放，到后来口碑发酵，凭

借着粉丝们的奔走相告和自发宣传，最终播映影院多达

100 个，并创下了 2.6 亿日元 ( 约为 1558 万人民币 ) 的

票房纪录。该片也一举拿下了包括东京动画“年度最佳

动画”、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优秀动画作品赏等一系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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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作为对“江郎才尽”质疑的回应，《穿越时空的少女》

的成功让细田守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而他细腻美丽

的现实主义风格也由此确立，成为后续作品的一个标志，

深深被观众们所喜爱。

在此之后，细田守继续与 MAD HOUSE 合作，推出

了动画电影《夏日大作战》。《夏日大作战》讲述性格

内向的理科宅男被学姐委托前往老家担当男友，逐渐融

入这个热闹古老大家族快乐而有趣的生活，却意外开启

了网络世界引发现实震荡的大灾难。为了拯救世界，整

个大家庭开始了热血沸腾的网络战斗！《夏日大作战》

以现代人最不可或缺的网络作题材，结合了家族文化、

亲情，以及日本历史等诸多元素，融合成了一部老少通

吃的迷人动画，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好评，收获 17 亿日

元 ( 约为 1 亿零 193 万人民币 ) 的不俗票房，荣获东京

动画“年度最佳动画”，还成为了第一部入围瑞士洛加

诺国际影展的日本动画电影。

细田守的第三部长篇动画作品《狼的孩子雨和雪》，

被富野由悠季导演称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讲述了

女孩“花”独自一人养育两个狼人小孩“雨”和“雪”

的朴实故事。细田守在电影里并不单纯地展现母爱的不

易和伟大，更突出了人生成长和未来选择的主题，让观

众窥见母子关系中最温馨纯净、朴实又温暖的一面，很

容易能获得每一个母亲的共鸣，更让每一个孩子能重新

思考亲子关系。《狼的孩子雨和雪》这部被低估的作品，

实际上是细田守个人作品迄今为止的一个大飞跃，以女

性或者说母亲角色作主角突破了近几十年来日本动画和

角色的传统内涵，就像富野由悠季导演所言，“《狼的

孩子雨和雪》对女性主人公的描绘方式对于日本动画这

种媒体形式，可以说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在拍摄《狼的孩子雨和雪》时，细田守还没有孩子，

但他很想有一个孩子。也是电影上映时，细田守的第一

个小孩出生了。源于自身对家庭、对亲子关系的重新理

解，细田守接下来的《怪物之子》和《未来的未来》同

样延续了“家庭”与“亲情”的主题。拍摄《怪物之子》

时，细田守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因此这部作品也包含了

他初为人父的一份思绪。细田守曾这样说过：“人们总

是习惯性地认为，孩子应该由父母抚养，其实，孩子是

经历各式各样的人和事，从而真正成长起来的。”于是，

有了电影里的怪物师傅熊彻和孤独的人类小孩九太之间

亦师亦友亦父的情感关系。

最新的《未来的未来》则讲述了一个四岁男孩与他刚

出生的妹妹的奇遇。身为独子的小男孩突然有了一个妹

妹和他分享父母的宠爱，心理产生不平衡的男孩却在自

家院子里进入幻境，在未来遇到已经长大的妹妹、幼时

的调皮的母亲和青年时代的曾祖父，这段奇幻之旅让男

孩更理解了“家”的含义和延续。以自己的一对儿女作

蓝本，细田守拍出了一部如同现实生活般真实细腻的家

庭小品。《未来的未来》不仅荣获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

动画作品奖，还在奥斯卡金像奖和金球奖的动画单元被

双双提名。仅仅五部长片，从日本到国际，细田守的地

位愈发重要，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细田守的世界里，似乎总是逃离不开现实主义和家

庭亲情。或许由于自身的大器晚成，细田守的思考总是

显得超越时代的返璞归真、淳朴淡然，并没有过大的主题，

都是人与人的那些真挚情感、小小守护。他刻画的主人

公也总是接近现实的，从傻里傻气的高中生少女到懵懂

挑战母亲角色的女孩“花”，到嫉妒刚出生妹妹的四岁

小男孩，虽然有关于怪物世界的幻想，有对网游拯救世

界的幻想，有对狼人世界的幻想，但不能改变的是细田

守的内核，那些温暖的、美丽的人与人的情感关系。

永怀希望
虽然说，在细田守的电影世界里，也有伤痕和感伤，

有内向和迷失，有打击和不安，但他的电影又是永怀希

望的。不同于宫崎骏般心怀天下的宣言：“我希望能再

次借助更具深度的作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细田

守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创作理念：“创作电影，观看电

影，是表明这世界仍然有希望的一种行为，尽管也许那

时候的自己并不幸福，但还是应该大声喊出，人生是可

以幸福的，那正是那些不幸福的人才有权利创作和表达

出来的 。”

《狼的孩子雨和雪》中，女孩“花”的父亲去世前这

样告诉她：“即使是痛苦难过的时候，就算勉强自己也

要微笑，那样一般都能战胜困难。”《夏日大作战》里

的曾祖母在网络战的关键时刻，打电话告诉孩子们：“决

不能放弃，最重要的就是不放弃。你一定可以的，我说

你可以你就一定可以的。”《怪物之子》里的女主角枫

在男主角黑化的瞬间说给他听：“我有时也会痛苦得不

得了，无可救药，感觉心中有什么要喷涌而出，不止你，

不止我，肯定大家都跟你我一样，所以，不要紧，所以，

不要紧。”还有《穿越时空的少女》里那永远在向前奔

跑的少女，那一句“马上去，跑着去”，细田守永远在

用电影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

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生活机遇，谁不曾经历过人生的

低谷呢？细田守的电影是一枚枚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

会在那些失落的观众的生活里生根发芽，结出稍许希望

和勇气，让人们相信：不要放弃，向前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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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被征服的眼睛与心灵
作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受瞩目的展映片之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依旧是一部带有李安个人风格的电影，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风
格隐藏在了绚丽的特效、奇幻的故事、深刻的内涵背后，在讲原著故事的同时，也在述说属于自己的命题。

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很多人甩出了“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只猛虎”的罗生门式的见解，也有人不以为然。

其实，关于这部电影，关于两个故事，任何层面的解读都

是值得聆听的，因为李安只负责讲故事，能被观众解读出

种种含义，证明“这部电影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对《少

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评论，从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开始，以

李安的故事结束。

面对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漂流，很多细节是无法辨其

真伪的，所以李安让“聆听者”自己去选择：相信“性本

善”的人，选择有老虎的那个故事；相信“性本恶”的，

则认为越残酷的越真实——派就是那只老虎。这是一个没

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结局，无论什么都会是李安想要的结

果，因为，“电影就是相信”。

关于理查德·帕克，影评人周黎明有一种很具代表性

的看法：“老虎与少年可以有多重解读，老虎既可是少

年的象征，又可是少年的心理投射，少年对它的恐惧，

乃是对性本恶的颤栗。”这种观点自然是基于漂流过程“有

人无虎”。而且据历史文献记载，多位“理查德·帕克”

在海难沉船事件中，都与吃人求生存有关。《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沿用了理查德·帕克这个名字，用以象征一

种残酷的现实。

事实上，很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觉得理查

德·帕克在某些时候是“萌物”：这可能是影史上第一只

晕船的老虎，他喝水之前就像一只大猫用前爪先拨拨水桶；

他在海中扒着船边的绳索，瞪圆了眼睛恳求举起斧子的派

放他一条生路……但不像其他人间寓言式的动物电影 ( 比

如《猿族崛起》和所有关于狗的电影 )，《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中这只让人又怕又怜的孟加拉虎，从头至尾都没有

表现出任何“人性”。

在影片中，理查德·帕克和派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那是一种基于恐惧和生存本能而形成的妥协和默契。对派

来说，与饥饿和来自海洋的各种危险相比，孤独是一种更

具杀伤力的威胁。而如果没有派，理查德·帕克或许早就

饿死或者渴死了。派说，也许理查德·帕克无法被驯化，

但“上帝的旨意”会让他被驯服——或者说是一种基于弱

肉强食、败者为寇的臣服。

即便如此，理查德·帕克依然没有丧失他作为森林之

王的本性。 他倒在派的怀里，是因为抗争风暴之后的筋

疲力竭；他响应派的呼唤，从食人岛上回到救生艇是因为

知道留下来会死得更快更孤独；最后他饿得只剩一副皮囊，

颤颤巍巍地站在丛林入口，离开之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派，

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印度小子当成“朋友”。

也许，很多人都期待着李安能让理查德·帕克回眸，

能够让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高潮彻底冲垮泪腺的堤岸，但

最终我们得到的却是一种憋屈的、情感无处宣泄的结果。

这就是现实的残酷，或者又可以解读为，老虎本就是少年

派心中兽性的一部分，当他最终获救，这一部分离开得悄

无声息，毫无留恋。

当然，我们也愿意相信，理查德·帕克是真实存在的，

派爱他，我们也是。

不能不谈 3D，《阿凡达》对于 3D 的应用就像它的

故事一样简单直接，因为这是一部动作电影，所有的技术

都是为了制造视觉爆炸；马丁·西科塞斯用 3D 拍《雨果》，

是为了展现电影魔术的魅力，依然是一种感官上的刺激。

但李安对于 3D 的应用就像他所说：是一种服务于故事和

角色的电影语言，一种渲染情绪的手段——这种感觉在货

船沉没一场戏中尤为突出。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电影中最经典的海难沉船戏莫

过于《泰坦尼克号》，卡梅隆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去展现沉

船时的人性百态，我们在乐队的最后一曲哀歌中或尖叫、

或痛哭。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这场沉船戏不同。

首先，李安始终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呈现整个过程：

少年派起初在甲板上高呼这场风暴是“雨神的杰作”，到

最后潜入灌水的船舱未果，再到随着救生船在风浪中颠簸。

在这个过程中，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的 3D 效果其实只有

扑面而来的雨水和浪花，但整个情绪却如少年派一般在海

里翻腾，晕车晕船的观众甚至还会有不适的反应。

最令人叫绝的是，当一个巨浪袭来，派沉入水底，抬

头看见海浪在头顶砸下犹如玄墨滚涌，扭头却目睹整艘货

船带着莹莹灯光，缓缓沉入海底——时间在此刻静止，无

论是少年派还是观众，万般情绪就如氧气堵在咽喉无法吞

吐，这是一种李安式的隐忍，是一种无处投射的情感冲击，

是一场可以载入影史的灾难。

李安和摄影师多次展现了犹如明镜的海面，无论是

绯红的晨阳，还是繁星点缀的夜面，都模糊了现实与幻

境的界限。李安利用 3D 摄影机制造的景深层次，来表

现一叶孤舟 ( 生存的希望 ) 在看不到地平线的海面上，显

得多么渺小。

因为奠定了这种情绪，那些美得如梦一般的景色便成

了现实的一种反衬：派没有 iPhone 或 LOMO，他要考

虑的不是拍个照片发微博，而是如何面对船上的猛兽。

而那场最为 “炫技” 的“飞鱼的逆袭”，也因为派和理

查德·帕克的“老大之争”而没有落下半点“技术噱头”

的把柄。

对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们的情感更多是投向

李安本身，李安所有的电影都离不开他最执迷的主题：“父

子”与“沟通”——这几乎贯穿《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全片。

众所周知，李安生于传统的父权家庭。身为长子，李安身

上寄托着父亲的诸多期望，却最终选择了做一个“戏子”。

对父亲的叛逆，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前半

个小时中展现无遗。李安的父亲是无神论者，派的父亲

作为“新派人士”也更相信科学：“如果你什么都信，

那等于什么都不相信。”父亲对于派私自喂老虎一事更

为愤怒，血淋淋的一课，让派此后的生活“丧失了所有

的乐趣”。

李安将这种父子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沟通上的失败，所

以在他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包含了“沟通”这个主题：

父辈与后辈的沟通、不同人性之间的沟通、不同文化之间

的沟通等等。

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便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间

的沟通以及人与野兽之间的沟通：“如果想要共同生存，

那就必须先学会沟通。”而影片最经典的那句台词，“人

生就是不断放下，但最让人痛心的，是没来得及好好道别”，

是李安对已故父亲迟来的歉意——当年因为拍摄《断背山》

而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成了李安一生最大的遗憾。

拍《卧虎藏龙》的时候，父亲对李安说：“着色不要太深，

用情不要过劲。”后来，李安说自己“生活中是隐忍的俞

秀莲，内心却是率性的玉娇龙”。而对于《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李安觉得这是最接近他自传的一部电影，从这个

意义来说，这场奇幻漂流就像李安的电影人生，但从始至

终，他都是那只名叫理查德·帕克的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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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排片 SCHEDULE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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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武士马拉松 亚历山大·麦昆：浮生如秀 江边旅馆

北京寰映影城合生汇店
杜比影院 12:00 从零开始 沦落人 城市猎人：新宿

7 号厅 宠我 青蛙老师 奇异的维普啦啦

天幕新彩云国际影城 巨幕厅 /4K 魂断威尼斯 筋疲力尽 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

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 8 号厅 /4K 乱

百老汇电影中心（万国城店）
1 号厅 13:00 抵达之谜 穿越时空的少女 怪物之子

2 号厅 16:00 福冈 旋风女队

百老汇影城（东方广场店） 6 号厅 盲行者

卢米埃影城（长楹天街 IMAX 店）
IMAX 厅 /3D 徒手攀岩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3 号厅 美女与野兽

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
LD3 厅 红花绿叶 善良的天使 三峡好人

4 号厅 弗兰肯斯坦

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
巨幕厅 /4K 云端之上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8 号厅 天空餐厅

深影国际影城（学院路店） 中国巨幕厅 /4K 希斯特斯兄弟 江边旅馆 双面生活 迷魂记

保利国际影城中国科技馆店 巨幕厅 低俗小说

UME 影城（北京双井店） 2 号厅 沦落人 寒单

UME 影城（北京安贞店） 9 号厅 方寸之爱 大地之歌

中间影院

1 号厅 狮子星座

剧场厅 童院魅影 姿三四郎

A 厅 朱莉小姐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 9 号厅 一代宗师 2D

保利国际影城北京天安门店 8 号厅 /4K 我是古巴 惊魂记 自由了 豪勇七蛟龙

北京红星太平洋电影城
8 号厅 我的长颈鹿

LUXE 厅 /4K 日暮

北京万达影城通州店 2 号 IMAX 厅 /3D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自由人影城（世界之花假日广场
店）

1 号厅 神奇的海洋

北京万达影城怀柔店 2 号厅 大浴场 终点到达

北京活力天宝国际影城 1 号厅 老人和枪 印度灰姑娘

UME 影城（北京华星店） 2 号厅 群鸟 我的杰作 女孩 白痴

北京 ACE 影城 3 号厅 三船敏郎：最后的武士 女继承者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2 号厅 来春之约 19:00 女他

1 号厅
10:00 战国英豪 用心棒

姿三四郎 15:45 蜘蛛巢城 枪 23:59 麻雀放浪记 2020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4 月 21 日放映信息

影院 影厅 13:30 16:15 18:30 20:45

北京金逸影城朝阳大悦城店
6 号厅 /4K 13:00 血色清晨

4 号厅 13:00 妈阁是座城

中间影院 剧场厅 蜘蛛巢城 战国英豪 19:00 用心棒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1 号厅
10:00 白痴

15:45 重建 双面生活 蜘蛛巢城
来春之约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4 月 22 日放映信息

影院 影厅 13:30 16:15 18:30 20:45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1 号厅
10:00 战国英豪

15:45 用心棒 何以为家
姿三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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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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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