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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映
电影节是发现好电影的窗口，同时也是展现经典佳作的平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每年汇聚全球最新鲜的优秀电影

和最具口碑的名导名作，进行持续半个多月的放映。今年展映影片约 50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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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现代兼顾
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2011 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还叫“北京国际电影

季”时，“北京展映”就带来 260 余部影片，为影迷提

供丰富的视觉盛宴。2018 年，经过八年磨砺，北影节

更加成熟、多元，展映影片数量翻倍。

今年有约 500 部影片于 4 月 6 日至 22 日在北京的

32 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展映。

本届“北京展映”放映的影片中，有“致敬大师”

单元，有“系列饕餮”单元 (《侏罗纪公园》系列、《蝙

蝠侠》系列等 )，还有“焦点影人”单元，分别展映了

中国台湾著名演员、制片人徐枫，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

莫多瓦，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的经典作品。此外，还

有“华语力量”、“中国故事”、“虚拟现实（VR）”

等主题单元。

电影节按照艺术赏析、大众娱乐、国际交往等需求，

将 500 多部影片分成 18 个主题单元进行展映。除了前

文提到的，还有“惊喜首映”、“午夜场”、“致敬大师”、

“修复经典”、“获奖精粹”等单元。如此细致的划分，

既反应了作品本身具有的艺术性与表达性，也为影迷尤

其是普通观众的观影选择，提供了参考途径。

一个成熟的电影节必然能够对当下电影甚至是时事

的发展趋势做出积极且迅速的回应。因此，今年的北京

国际电影节增设了“特展·女性力量”、“特展·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两个单元，以及“午夜场”、“虚拟现

实（VR）”两个新主题单元。

在突出女性元素的“特展·女性力量”单元，观众

可以看到法国新浪潮主将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朱尔与

吉姆》，吴宇森便是受此片影响创作了《纵横四海》；

获得今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阿涅丝·瓦尔达，为其丈

夫、法国著名导演雅克·德米拍摄的纪录片《南特的雅

克·德米》，流露了导演对其丈夫和电影工作的热爱。

该单元还包含了《一日情人》、《我，花样女王》等热

门新片，以及八十年代中国女导演们拍摄的一系列反映

社会和生活变化的电影，从点到面地辐射到“女性力量”

的各个层面。

“特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单元集中展现了华语

电影四十年来的艺术成就和文化魅力，分为“张艺谋：

家国梦影”、“北京城事”、“辉煌中影——改革开放

四十年精品展映”、“艺术探索”四个子单元。中国电

影资料馆 4K 修复的《盗马贼》也在展映之列，同时邀

从小众走向主流 从专注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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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主创参与映后交流。

加速观众心跳、刺激影迷神经的“午夜场”单元，

除了展映热门的喜剧爱情片《派对搭讪秘诀》、恐怖片《小

丑回魂》外，还会放映日本鬼才导演园子温的《东京吸

血鬼酒店》，以及凭借《釜山行》为影迷熟知的延尚昊

的动画长片《首尔站》等，为大家打造一场“惊心动魄”

的观影狂潮。

“虚拟现实（VR）”单元，回应了当前电影与科

技结合的潮流。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相继进行

VR 电影展映，增设 VR 竞赛单元。这一新兴技术为电影

发展带来了许多未知但令人期待的因素，已经有众多电

影人尝试VR电影的创作。北京展映设立“虚拟现实（VR）”

单元，让观众体验最新技术与电影艺术结合的成果，为

这一新兴艺术表现形式的发展加油助力。

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打造全方位电影格局的方式，

构建起了立体化电影观赏模式，不单满足影迷们日益“苛

刻”的观影需求，更是用科技化、人文化的发展理念，

让世界更加深刻地认识电影、认识北京、认识中国。

改革开放四十年
绽放中国映像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众志成城，四十

年砥砺奋进，四十年春风化雨。在诸多展映单元中，“特

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单元值得特别关注，它不仅反

映了四十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深刻呈

现了四十年来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令中国经济走上飞速发展的道路，文化发

展迎来春天，中国电影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年讲话中强调，要“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为契机，将改革进行到底”。四十年来，中国电影产业

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当前电影市场的繁荣无疑是改革开

放带来的文化硕果。“特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这

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

电影对于文化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观影已经成

为现代人娱乐和文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电影的

发展是惠民政策的体现，是建立民族自信、丰富人民精

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将电影的发展作为文化

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继续保持昂扬的势头，不断开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保持中国电影

的进步速度，同时注重中国电影的质量，要照顾到不同

观众的需求，推出异彩纷呈的电影种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辉煌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实现的，四十年来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让我们来到

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时代，只有推陈出新，继承改革精神，深化

改革理念，深入到广大影迷中，坚持创作“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才能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

“特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历史的回顾，也是

对未来的展望。从《城南旧事》到《路边野餐》，从《北

京，你早》到《长江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影像

绽放出夺目绚烂的辉煌，一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上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展映票房破纪录
观众热情难抵挡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这是“北京展映”

追求的目标，观众则以实际行动说明了“北京展映”多

年来奋斗的成果。

4 月 1 日，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启展映售票。在

这场手速的比拼下，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

店》5 个场次的门票，在 10 秒钟内就被抢购一空。而

展映票房 1 分钟内即突破 200 万人民币，仅 12 分钟，

票房便达到了 900 万，再一次刷新了北影节票房纪录。

截止到 4 月 1 日下午 5 点，北影节的首日票房已达到了

1077 万。抢票、转票、求票、在各影院之间奔波和分

享观后感，成为观众在电影节期间最享受的事情。电影

节不再只是资深影迷们的狂欢，而是正在成为一场全民

观影热潮。

票房火热跟电影节自身的进步不无关系。作为国内

最大型的公众电影节之一，北影节在八年的时间里，不

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向各类电影节学习优点吸取经

验，只为更好地服务影迷。

在最基础的票务服务方面，本届的官方票务平台淘

票票，为北影节定制开发了秒杀场景、专题活动等模块。

其中包括专门定制的套票抢购流程，让用户能感受到

快捷顺畅的抢票体验；增加的观影日程功能，圆了北

影节影迷的多年诉求；搭建的从获取影讯、抢购影票，

到购买 IP 衍生品等全方位场景，打通了全民便捷参与

的全链路。

在平台响应速度方面，淘票票依托亿级的 Tair 缓存

平台搭建了北影节的缓存模型，可支撑 30 万用户同时

在线抢购。有了技术的支持和保障，才使得北影节抢票

这场属于影迷们的“春运”更快更稳地进行。

本届“北京展映”中，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的《布

达佩斯大饭店》成为最快售罄的影片，5 场共计 2481

张电影票仅 10 秒内便被抢购一空。导演詹姆斯·卡梅

隆的经典之作《泰坦尼克号》，6 场 2241 张电影票也

在 12 秒内全部售罄。

这些数字不单是纪录的再一次被刷新，也是观影者

们对北影节的认可。北影节火热的售票氛围和票房成

绩背后，是迷影文化的日益成熟，是北京市政府文化

扶持的成绩，是北影节的进步，更是国家电影产业高

度发展的结果。相信今年的北影节还会创造出更多的

纪录。

Beijing Film Panorama
From Minority to Mainstream, From Concentration to Diversity
The film festival is not only a window to discover great movies, but also a platform to show classic masterpieces. 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the world’s most fresh and outstanding films, renowned directors 
and their best-selling famous works each year for more than half a month. 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 divided hundreds of works 

(more than 500 films this year) into sections with different themes, showing the extraordinary charm of various films.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cultivated and accompanied countless loyal fans so as to allow great movies to meet 
with the aud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audience-centered concept in the genuine heart,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the minority to the mainstream, from literature & art to the pluralism.

Combining classic and modern, 
introducing new ideas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In 2011, when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as called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Season”, 

“Beijing Film Panorama” presented more than 260 films 

to provide all the fans with an abundant visual feast. In 

2018, the Festival has become more mature and diverse, 

with doubling the number of screenings after eight years 

of development.

More than 500 films were screened at 32 commercial 

theaters, art cinemas, and college theaters in Beijing 

from April 6th to 22nd this year. The audiences would be 

quite dazzled with such a large number of films, even for 

veteran fans, posing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exhibition’s 

curators. They were required to subdivide the more-

than-500 fil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stes of different 

audiences for reflecting different charms in this regard. 

Among all the films screened in Beijing Film Panorama 

this year, it has witnessed the Director’s Birthday 

Memorial Exhibition, screening of a series of blockbusters 

(“Jurassic Park” series, “Batman” series, and etc.), 

as well as review of renowned film figures, including Feng 

Xu, an famous actress and producer from Taiwan, China, 

Pedro Almodovar, the Spanish director, and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Wes Anderson, an American director.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ematic sections, such as Power of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Stories, and Virtual Reality 

(VR). The film selection of Beijing Film Panorama involves 

the film history and the films that are well-worth watching 

in the moment, embodying the classic, moder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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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e pursuit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festival has divided more than 500 films into 18 

thematic sections for exhib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artistic appreciation, mass entertainment,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films, there are surprising debut, midnight films, salute to 

masters, restoration of classics, and award-winning films. 

Such detailed divis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artistry and 

expressiveness of the works,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ilm fans, especially ordinary audiences.

A mature film festival is bound to respond positively 

and promptly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movies 

and even current affairs. Henc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is year has added two special exhibition 

sections, “Female Power”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two new topics: 

“Midnight Films” and “Virtual Reality (VR)”.

In the “Female Power” special exhibition section that 

highlights the female element, the audiences can watch 

the “Jules and Jim” of François Truffaut (who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with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New Wave 

of France), and the film has inspired John Woo to create 

“Once A Thief”; “Jacquot de Nantes”, a documentary 

revealing the director’s love for her husband Jacquot, 

a famous French director, and the career of cinema 

by Agnès Varda, who has won this year’s Academy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Oscar. The section 

also contains many popular new films, such as “One Day 

Lover”, “I, Tonya”, and a series of films that 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s were directed 

by Chinese female directors in the 1980s,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female power. 

Focusing on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and cultural 

charm of the Chinese film for the past 40 years,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section has been divided into 

four subsections as “Zhang Yimou: Dream of Home and 

Country”, “Beijing City Affairs”, “Glory of Chinese 

Films”, and “Art Explore”. The “The Horse Thief” 

restored by the China Film Archive with the 4K technology 

is also on display, while main cast members are invited for 

the post-screening exchange event.

The midnight section speeding up viewers’ 

heartbeats and stimulating them displays not only the 

popular comedy romance “How to Talk to Girls at 

Parties”, the horror film “Stephen King's It”, but also the 

“Tokyo Vampire Hotel” by the most specially-talented 

Japanese director Sion Sono, the “Seoul Station”, the 

animation feature by Sang-ho Yeon known for his “Train 

to Busan” and etc., creating a “Thrilling” movie frenzy 

for all fans.

The “Virtual Reality (VR)” section responds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combining cinema with technology.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etc. have successively performed VR movie 

screenings and added VR competition sections. This 

emerging technology has brought many unknown but 

interesting facto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s many 

filmmakers have already attempted to create VR movies. 

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 has set up a “Virtual Reality 

(VR)” section to allow viewers to experience the resul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film art,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merging form of 

art expression.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built a three-

dimensional cinematic appreciation by creating an all-

around film structure, not only meeting the increasingly 

demanding viewing requirements of film fans, but also 

employ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man culture to make the world more 

profoundly aware of film, Beijing and China.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vealing the images of China

This year marks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ur decades of unwavering success, 

forging ahead and profound cultivation. In many exhibition 

sections,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ection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as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art in the past 40 years, but also profoundly 

presents the tremendou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made China’s 

economy embarked on a path of rapid developm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ushered in the spring and 

China’s film indus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as well. Party General-secretary Xi Jinping, 

in his New Year’s address, has emphasiz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ake the reform to the end”. For 

four decades,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current prosperity of the 

film market is undoubtedly the cultural frui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organization and excavation of Chinese films in 

these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films for cultural life is self-evident, 

and film watching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lm is a manifestation of policy of benefiting people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ethnic self-confidence 

and enrich the spiritual life. Hence, China must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s a crucial means for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continuing to maintain a high 

momentum,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progressing space of 

Chinese film, maintaining the developing pace while 

focusing on the quality of Chinese films. Colorful and 

diverse film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different audiences.

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s to make a gentleman. The 

splendor of culture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us to a new era of Chinese cinema, which 

is an era of inheriting the past and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future. Such great achievement as “Beijing Film 

Panorama” in the cutlural reform can only be realized 

by promoting innovation,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reforms, 

deepening the concept of reforms, diving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k among fans in a solid foundation, 

insisting on creating from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to 

the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standard brand 

communication work of film festivals, presenting more 

outstanding domestic movies, introducing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for outstanding films, etc.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a 

perspective for the future. From the “My Memories of 

Old Beijing” to the “Kaili Blues”, from “Good Morning, 

Beijing” to “Crosscurren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witnessed the splendid glory 

for China’s film industry and proved films will always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power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cord-high box office in screenings 
with heated fans’ enthusiasm

 “In spring, come to Beijing to watch the world’s 

best films.” This is the target pursued by “Beijing 

Film Panorama”. The audiences have illustr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Beijing Film Panorama” over the years 

through their actual actions.

On April 1s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officially initiated the tickets selling. In this competition 

of purchasing speed, tickets for the 5 sessions of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by Wes Anderson were sold out 

in 10 seconds. The exhibition box office exceeded RMB 2 

million within a minute, reaching RMB 9 million in just 12 

minutes, once again setting a record for the box office of 

the Festival. By 5:00PM on April 1st, the box offic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estival has reached RMB 10.77 million. 

Tickets grabbing, transferring and requesting, traveling 

around theaters and sharing post-view feelings have been 

the most enjoyable activities of all audiences during the 

event. The Festival is no longer just revelry of senior fans, 

bu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upsurge of public watching.

The heated box office is much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the film festival itself. As one of the largest public film 

festivals in China,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been committed to discovering and and solving problems 

during past eight years, learning from the merits of various 

film festivals with the sole purpose of better serving the 

fans.

The current official ticket platform of the Festival, 

Taobao ticketing, has customized for the Festival with 

seckill scenes, special events and other modules as the 

most basic ticketing services. Amongst all, the customized 

package ticket buying process has allowed users to 

experience a quick and smooth ticket-picking experience; 

an increased viewing schedule function has satisfied 

the fans’ appeals for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full-

scale scenarios has opened the full link for all people to 

participate, from getting film information, buying tickets, 

purchasing IP derivatives and etc.

In terms of platform response speed, Taobao ticketing 

has built a cache model for the Festival based on the 

billion-level Tair cache platform, which can support 

300,000 users to buy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guarantee have provided a 

much faster and more stable experience for fans in terms 

of ticket buying of this Festival.

During this “Beijing Film Panorama”, the American 

director Wes Anderson’s “The Budapest Grand Hotel” 

became the fastest-sold film, 5 sessions totaling 2,481 

tickets were sold out in only 10 seconds. And the 2241 

tickets of 6 sessions of director James Cameron’s classic 

“Titanic” were also sold out in 12 seconds.

These figures are not only the new record refreshed 

once again, but also indicate the viewers’ recognition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heated ticket 

sales atmosphere and box office performances are behind 

the growing maturity of the film admiration culture.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s cultural 

support, the progress of the Festival itself,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result of the highly-developed national film 

industry. It is strongly believed that more new records will be 

made during this year’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上接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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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经理人大师班
聚焦中国影院发展新趋势

三木，国内著名策划人、影评人、出版人，现任《看电影》杂志出版人，北京大鱼互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也是 2018 年第八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市场论坛暨全国影院经理人大师班”的承办人之一。作为一名资深电影人，三木始终致力于华语电影市场

的开发与探索。近年来华语电影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发展过程中，电影院线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需要学习的地方，
不妨来听他聊一聊。

的影院建设当中，把管理等软性内容做得更好，提高管

理效率，提升电影的放映效果，为看电影的观众带来更

好的服务。

电影这个产品也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终端放映渠道

是在电影院这个大平台。电影院不仅仅放映电影，它也

是个消费场所。衍生品、文化产品等周边产业都是基于

电影院这个平台所搭建出来的商业模式。因此我们也希

望在大家沟通管理模式、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些影

院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内容，通过这个论坛展示出来，让

大家得到充分的交流。

问：依托北影节的强大平台，大师班能为院线市场

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答：随着近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预计今年又能达到 600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未来几年

这个数字可能达到 1000 亿，甚至 1500 亿。举办这种涵

盖市场为主体的电影节，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越来越重要的

一件事。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评

审团成员，都是全球知名的大导演和艺术家，这足以说明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把有关

影院建设和管理的内容加进来，第一能吸引更多顶尖的国

际专家来集思广益，第二也能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优秀

的经验推广出去，为我们的影院建设提供帮助。

指导：
为了更科学的运营模式

问：如何看待华语电影票房增长，但影院票房收益

下降的现象？

答：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当中，影院建设一直是一个

缺口。改革开放 40 年来，乡镇化建设一直处于持续发

展中。尽管我们发展的速度很快，但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城镇人口比例还是很低。过去的十几年来，有关部

门着重鼓励影院建设，实行了一些影院补贴政策，加快

了影院建设的发展。这种发展也引领城市、乡镇观众由

传统消费模式转变成文化消费模式的浪潮。电影院票房

收益的下降，只是单块银幕的产出比下降，并不意味着

整个电影院收入的下降。影院数量和票房的增长，也带

动了电影院总收入的增长。除了票房之外，围绕影院而

出现的衍生品、餐饮等周边消费的比重也很大。对于影

院的投资者和运营者而言，这种商业模式还是相当有吸

引力的，因为它一定会给影院带来经济增长，以及文化、

消费品位等方面的指引和投资的导向。随着国产电影内

容的发展，银幕数趋于稳定，管理模式更加完善，我相

信这个比例还是会走到一个合理值的。（下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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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
为了中国影院的发展 

问：为什么要创立大师班？

答：这次大师班的创立其实有两个目的。近十年来，

中国的影院数量和银幕数量远超过美国，并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但在整个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网络售票这些形

式的兴起，院线也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电影放映与管理模

式，但我们在这种模式下所搭建的平台并不成熟。所以

希望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各国不同领域的大师和院

线的专家，与我们国内的院线经理共同探讨影院的管理

模式和发展，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影院经理，在飞速发展

VOICE



电影盛会开幕
法律顾问全程服务

法律顾问律师团队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嘉
宾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为满足中外电影嘉宾在电影法律方面的需求，

在本届电影节举办期间，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

安排法律顾问律师团队向参会嘉宾提供专业的法律

咨询与指导服务，具体为：

1. 在电影节官方日报开辟法律专栏，为大家介

绍影视产业常见法律问题，连载八期；

2. 举办《跨越与引领——中国电影投融资高峰

论坛》，时间地点为 4月 19 日 13:30-18:00 北京

国际饭店国际厅（需凭邀请入场）；

3. 在北京国际饭店电影市场 E15 设立现场咨询

展位，时间为4月18-20日 9:00-17:30，赠送《影

视法律风险防范指南》，欢迎广大嘉宾前往；

4. 在电影市场和北京国际饭店的嘉宾注册处，

以及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中国电影衍生产业高峰论

坛、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等处设立法律咨询台。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系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成立至今唯一官方法律顾问，以两位合伙人律

师郑小强和董媛媛为主的文化娱乐法律服务团队，

常年专注于文化影视传媒娱乐产业的法律服务，包

括境内外影视剧项目开发、投融资、摄制、宣传、

发行以及衍生权益运作等全程法律服务，影视企业

发展战略布局与企业设立法律服务、影视企业境内

外资本运作法律服务、版权登记代理和版权管理法

律服务、影视纠纷仲裁诉讼法律服务等。广大嘉宾

如有需求，可联系法律顾问律师咨询。

律海纵横
微信公众号

小强娱乐法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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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5页）
问：在运营和管理模式上，国际院线市场和国内相比，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答：区别很大，最大的区别还是在售票环节上。从

国际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售票比例能像中

国这么高。尤其在春节期间，能达到 90% 左右，这个

比例在全球其他国家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像北美这么大

的市场，他们网络售票的比重只有 20%-30%。中国电

影市场的高速发展，让网络售票、影院售票、发行、制

片公司之间，亟待建立起一套管理规则。但是由于我们

的发展速度太快，导致一些相应的管理规则没有跟上，

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发行行业和影视公司、电影院、

票务网站之间，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管理体系。

美国就比较简单一点，它所有的发行放映协会、影院

管理协会和网络售票之间，都会有一套管理体系。在美国，

网络售票价格不能低于影院售票的价格，一方面保证了

内容方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款，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网络售

票消费模式的扩张，给影院带来了一个新的增长红利。

体验：
为了增强观影质感

问：目前高速发展的流媒体市场，是否会给传统院

线带来影响？

答：院线和流媒体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产品，但也会

有交叉。院线影片会在网络上播放，就像我们的电影会

在电视上播放一样。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

是把在舞台上演出的京剧搬到了电影院里，虽然换了新

的媒体形式，但还是戏剧的东西。现在，流媒体在技术

上领先，它有新的播放方式和载体，传播模式也更快，

但它是缺乏内容产品的。

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就像电影刚诞生时，只有《火

车进站》那种简单的拍摄方式，慢慢发展到今天，已经

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拍《复仇者联盟》，可以拍《蝙

蝠侠》，并且有了更适合影院的观影模式，比如 3D 电

影。目前流媒体缺乏内容，所以它会把电影、电视、综

艺上的内容拿到流媒体平台播放，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

它会根据自己平台的模式衍生出不同的产品，像交互性、

VR等方面的产品都已经渗透到了流媒体平台。但是未来，

电影类产品在流媒体平台中所占的比重未必会那么大。

我认为，目前不需要把流媒体的存在当成一种竞争关系，

而是当作电影行业一个新的收入增长模式。

问：中国电影院线市场的方式发展如何？

答：对于院线市场，随着银幕数量的增加，我认为

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我们影院的银幕数会像北美市

场一样，达到一个饱和值。不管未来的票房达到 1000

亿还是 1500 亿，总有一天会在整体播放量和观影人次

上达到一个饱和值。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要增强观

众的观影体验。相比于欧美一些影院，我们现在还达不

到那种观影体验。即便一些一线城市、一些大影院可以

达到，但绝大多数影院都是达不到的，在舒适度和视听

效果等硬件方面仍然是欠缺的，这也是我们的影院未来

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目前我们影院在周边配套管理上获

得的收益还很低，所以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管理还是低效

的。比如令制作方深恶痛绝的一件事：电影放映的时候，

很多电影院为了节省费用，少安一些灯泡，把亮度调低，

导致降低了影院观众的观影体验。

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做改进的话，一旦流媒体和家庭

影院的观影效果超过了传统影院，一定会失去一部分电

影观众，这对整个行业都不是一件好事。希望大家能够在

放映标准、管理标准以及综合服务上有所加强，这样才

能让电影市场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让整个电影市场形

成饱和。就像近两年的北美电影市场一样，票房基本徘

徊在 100 亿美金左右，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值。但在电

影院的建设上，北美院线都在朝着高端方向走，比如增

强影院的舒适度、调整影院的整体观影效果等等。这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座率，通过更好的观影感受增加

上座率，同时也能增加一定的收入。未来我们肯定不能

通过数量来增加效益，而是通过管理和服务来增加效益。

6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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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武生：
宣发公司应对
电影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关注

讲武生以电影宣发公司应关注哪些要素的问题出发，结合自

身丰富的投资经历，同大家分享了许多投资和宣发方面的技巧。

他提到，作为宣发公司，不仅要关注下游的放映市场情况，更要

从上游溯源，考察制片方的有关数据，“要重视控制制片的成本，

制片成本居高不下，必然会影响整体电影市场营收”。在谈到面

对电影新技术使用的态度时，他指出“技术的成长只有根基于

故事的需要才有市场意义”。随后，讲武生从故事、细节和情

怀三个方面，阐述了在了解和判断电影项目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而在选择项目投资合作方向的问题上，他提出要从类型、体量

和背景三个方面考虑。最后，针对如何创造利用发行系统的价值，

讲武生从档期、组盘、三大战场和区域宣发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4 月 16 日上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市场论坛在北京市怀柔区国家中影

数字制作基地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基金会会

长张丕民，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胡东，北

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巡视员、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卞建国，中国电影制片人

协会执行理事长明振江，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冯伟，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出席了本次活动。

本次国际电影市场论坛是今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特设环节，由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举办，怀柔区政府、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北京中影营销有限公司、看电

影传媒、北京华信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影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执行，

旨在提高影院的竞争力和影院经理人的国际视野及实战水平，帮助影院负责人快速了解

互联网趋势，拓展国际思维，提升影院综合竞争能力。论坛一共分为“影院经理人大

师班”、“主题推介研讨”和“推介影片展映”三个部分。其中，“影院经理人大师班”

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举行，来自全国电影院线公司、影院管理公司的近 300 名相关管理

人员参加了本次大师班的培训。

首日大师班，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讲武生、北京冠宇影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CEO 金波，分别以“电影宣发公司沟通合作技巧”和“中小城市投资影城

的选址及运营策略”的主题为大家进行了讲演。海外对话则由《看电影》国际部总监

杨莹主持，日本的松竹多元影院总裁秋元一孝、英国的 Picture House 院线联合总经

理克莱尔·宾斯（Clare Binns）分别就“影院与商圈的整合”与“社区电影集团运营”

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电影市场论坛隆重开幕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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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介研讨环节中，中影集团电影发行分公司对中影股份参与的新片《战神纪》、《伊阿索密码》、《龙牌之谜》、《生死斗牛场》、《流浪地球》、《神奇马戏团》、《上海堡垒》

等进行了推介。澳大利亚的丰收影业与东西文化基金以及英国的一曦导演工作室也分别在现场推介了自己的新片。另外，16 日晚还放映了由中国旅英女导演孙一曦拍摄的长片处

女作《素素》。活动已于 4 月 17 日下午结束。

金波：
搭上中小城市影城投建的末班车

金波的演讲更像是一场严谨详实的学术汇报，逻辑紧密，数据考究，图文

并茂。他根据今年 2 月份影院市场报告，指出中小城市影院经营水平和业绩提

升已成为国内市场的增长动力，而做好影院的主动权则全部掌握在经营者自己

手里。他通过分析近几年的单银幕票房产出数据的走势，说明了“2016 年到

2017 年大城市消费者观影习惯基本养成，而在中小城市，电影市场仍有涨幅

的空间。”金波鼓励投资者尽快搭上中小城市影院投资的末班车，同时也提醒

投资者切忌盲目投建和过度投建。结合自己从业以来的成功投建案例，金波建

议投资者应追求“区域唯一性”与“行业制高点”两个关键点。

秋元一孝：
坚持高质量的艺术片放映
是培养观众热爱电影的最好方式

秋元一孝先对中日两国的发行现状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日本的电影发

行还比较保守，网络与影院同步发行的情况刚刚起步，大部分的网络发行还

是会与 DVD 发行相当，即电影上映后 6 个月左右。不过在秋元的眼里，“即

使是网络与院线同步上映也不会对影院造成很大影响，在日本，去电影院看

电影是一件很特别的事”，“网络的流行反而会促使年轻人为了参与线上讨论，

而特地来到电影院体验”。同时，秋元还介绍了日本影院多种多样的放映活动，

如“看电影 +cosplay”，现场为电影呐喊加油的“嚎叫放映”等。在谈到如

何满足日本观众的多样性需求时，秋元认为：“选片是最重要的，绝不能辜

负观众的期待。日本电影院竞争很激烈，选片是最能体现其区别的。”秋元

最后还提到，为了培养观众对电影的热爱，必须坚持高质量的艺术片放映，

虽然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多少收益，但长期来看是很有意义的。

克莱尔·宾斯：
永远以观众为出发点，不能辜负观众的信任

克莱尔·宾斯带来了当日最活泼有趣的一场演讲。她为我们介绍了英国的

Picture House 院线品牌，通过一部部生动而富有创意的影院宣传片，让我们领

略了这个独立院线品牌的迷人魅力。Picture House 旗下的每家电影院都有不同

的名字，并且采用个性化设计。影院会与周边的社区形成多种形式的互动服务，

如建设与影院融为一体的图书馆、咖啡馆等等。院线致力于为不同人群提供不

同的观影体验，开展了诸如专门放映小众取向的“Discover Tuesday”、专门

放映影史经典的“Vintage Sunday”等等特殊的放映活动。宾斯始终秉持多元

化电影放映的初衷，强调与观众建立信任，永远以观众的观影需求为出发点，

坚持做令人信赖的电影院。

（上接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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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未来》为 A·R·T 文艺片计划开头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席和行业代表沙龙在京举行

4 月 17 日“A·R·T 文艺片计划暨《路过未来》新片发布会”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举行，对文艺片爱好者而言，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发布会现场，华夏、安乐、万诱引力、完美威秀、猫眼等五家公司宣布推出“A·R·T 文艺片计划”，李睿珺、滕丛丛、刘浩三位导

演对各自的影片进行了推荐。

1 亿流动资金
赔钱也要支持文艺影片

“A·R·T 文艺片计划”由华夏、安乐、万诱引力、

完美威秀、猫眼等五方联合发起。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傅清乙、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主任孙向辉、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兼《路过未

来》出品人江志强、万诱引力电影董事总经理兼《路过

未来》联合出品人何韵明女士、猫眼娱乐 COO 康秒等

嘉宾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该计划将在 3-5 年间，对 10-15 部文艺佳片进行投

资与制作，各方联合投入 1 亿流动资金，大力扶植中国

文艺片。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先生说：“做文艺片可能

会赔钱，但必须有人去做，如果带着赚钱的态度来做这

件事，可能是做不好的。”

各方表示，文艺片计划源于对电影的情怀，对于中

国电影市场来说，我们需要好的文艺片，希望这个计划

能够鼓励文艺片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艺片的发展添砖

加瓦，同时丰富中国电影的市场。

第一季片单公布
《路过未来》等先行

本次发布会还曝光了文艺片计划的第一季片单，除

了本次进行新片发布的《路过未来》、还有由滕丛丛导演，

姚晨和袁弘主演的《送我上青云》、刘浩导演，宋佳和

朱亚文主演的《诗人》。

随后，三位导演对各自的影片进行了推荐。刘浩说

《诗人》是自己 10 年前写的作品，现在还在制作当中，

今年会跟大家见面。《送我上青云》讲述了一个女人在

生活中状况百出的故事，很多男性在看完后觉得自己被

冒犯了，但导演滕丛丛并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只要老板

不觉得被冒犯就可以了。

李睿珺导演的《路过未来》则讲述了两代城市异乡人

的现实困境，全新加盟的实力小花杨子姗及青年演员尹

昉演绎了一对在异乡漂泊的异乡客。

“A·R·T 文艺片计划”将全程为这些影片提供平台，

在操作和艺术表达上提供帮助，在演员、摄影、制作等

方面为它们提供资源、支持和保障。

路过未来
也是走向未来

由李睿珺执导、杨子姗和尹昉主演的《路过未来》，

是“A·R·T 文艺片计划”中首部上映的影片，也是第

70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唯一入围的华语长片，影片将于 5

月 17 日起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进行专线放映。

李睿珺导演说，他最初并没有刻意为影片去找演员。

有趣的是，在与演员杨子姗闲聊时，杨子姗问他接下来

要拍什么片子，他说《路过未来》。在他描述完影片的

故事后，杨子姗表示很感兴趣，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杨子姗第一天进组时跟导演提出要自己带饭，她说

杨耀婷这个角色到后期生病时身体状况不好，为了角色

她要吃水煮青菜，在气色上让观众明显看到她不如最初。

导演李睿珺说，《路过未来》的每位演员为了慢慢成为

自己的角色，做了很多很多，他希望，观众们前来观看

时能更仔细地注意他们。

最后，就像孙向辉馆长说的一样：这次《路过未来》

走进影院，希望它不只是路过未来，还能带着中国的文艺

影片走向未来。也让我们期待“A·R·T 文艺片计划”能

填补中国电影多元化的空缺，推动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

4 月 17 日上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席和电

影行业代表沙龙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北京市新闻出版

广电局副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胡

东出席并致辞，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巡视员、北京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卞建国出席了本次活动，

东京电影节主席久松猛朗以及华沙国际电影节主席斯蒂

芬·劳丁出席活动并致辞。此外，波兰电影协会主席拉

多斯夫·斯米古斯基，波兰电影协会国际事务部总监罗

伯特·巴宾斯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选片人乔凡娜·富

尔维，尼泊尔国际电影节主席 K.P 帕坦克，以及中英电

影节主席孔祥曦等中外嘉宾出席沙龙。

本次沙龙意在促进电影节和行业内的沟通交流，共同

促进产业发展，并助力中国和国际影人更长远的合作，把

中国电影推向全球。致辞中，胡东首先代表北影节组委会

向各国电影行业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各国来宾

长期以来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和支持。胡东表示，今年正值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巨大

变革，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无疑是改革开放的文化硕果。

2017 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达到了 559.11 亿元

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13.45%，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

市场，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 301.04 亿元，占票房总额

的 53.84%；全国新增银幕 9597 块，银幕总数已达到

50776 块，稳居世界第一；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 16.2 亿，

比上年增长 18.08%。可以说，在 2017 年，中国电影

依然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

胡东希望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在国家及北

京有关部门、国内外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以

新标准、新高度、新作为，把北京国际电影节打造成为

更具国际视野、更具中国风范、更具北京特色的文化盛

宴和北京城市文化品牌“金名片”。也欢迎世界电影同

行常来中国、常来北京，就电影的发展繁荣展开广泛合

作，共享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成功。

华沙国际电影节主席斯蒂芬·劳丁在致辞中表示，这

是自己第七次来北影节，电影节期间也将有多部优秀的

波兰影片与观众见面，并欢迎各界来宾在北影节期间参

加波兰的相关论坛活动。劳丁表示在去年的华沙电影节

期间，共有三部中国电影获奖，其中影片《杀瓜》也在

北影节期间进行展映。劳丁认为，电影合作应该是双向的，

并感谢北影节的邀请，希望今后在电影方面有更多合作。

致辞环节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接下来的两个小

时里，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来宾就中国电影发展进行了亲

切的交流和互动，助力北影节的繁荣昌盛与发展。

文 / 本报记者 陈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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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节评委会
要像磨刀石一样完成任务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于 4 月15 日拉开帷幕，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 15 部优秀影片进入到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角逐中。就主竞

赛入围影片的评审标准、作为评委的感受，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王家卫，评委会成员段奕宏、舒淇，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本届电影节是王家卫继戛纳、柏林后再次担任国际

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王家卫首先对评委会的国际化阵容

表示了肯定，并称评委会要像磨刀石一样把大家交给的

任务完成。对于主竞赛影片的甄选，王家卫表示，不管

是大片还是小成本电影，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和

故事，而评委会的任务，就是选出能用电影语言把故事

讲得精彩的影片。

今年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影节在王家卫看

来就像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我看到它有十九个单元，

还有三百多部电影，是非常了不起的”。王家卫坦言自

己去过很多电影节，每一个电影节能够成功，都离不开

非常好的观众支持，“我相信北京的观众是非常热爱电

影的，所以你们必须要支持北京电影节”。

今年“北京展映”单元中的“评委会主席单元”， 

将展映四部王家卫导演的经典作品。其中《爱神·手》，

是首次以 60 分钟加长版的形式在银幕展映。王家卫表

示，这部影片源于自己非常尊敬的大师安东尼·奥尼的

一次邀请。因为健康、体力已无法达到要求，2000 年，

已近古稀之年的安东尼·奥尼邀请王家卫执导一部关于

“爱神”的电影。“我很清楚这是他希望在人生中最后

的时光里拍摄的电影，是对青春的向往。我很高兴这个

平台可以放这部电影的 60 分钟版本，也希望借这个电

影向热爱中国的大师致敬。”

不管是《暴雪将至》还是《引爆者》，段奕宏用一

个个深沉、冷毅的银幕角色，奠定了自己的演员形象。

他担任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评委，对于这

样的身份转变，段奕宏说“作为演员参加电影节是被选

择、被评选的过程，而做评委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既

是期待也是纠结”。期待的是可以聆听其他评委对电影

的不同理念和看法，而担心的是身为评委一旦形成了一

种观念，会阻碍自己身为演员对角色选择、对创作的肆

无忌惮。但最终说服他的，还是电影。段奕宏表示，作

为评委一定要有一个视野去看、去接触。演员是创造价

值，而评委是发现价值。希望能用自己身份的转变，尽

量去做好评委该做的事情，去发现高水准的电影。

2017 年，由段奕宏主演的《引爆者》、《暴雪将至》

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暴雪将至》还为他拿到了第 30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奖杯。两部

影片中段奕宏对底层人士绝地反击的角色塑造，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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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舒淇的大银幕作品并不密集，对于挑戏，

舒淇说自己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她觉得角色最大的灵感

还是来源于人，人群可以给她带来快乐，带来更多情感

方面的提示，也可让自己对当地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是人口大国，北京也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到

大城市，我不会选择像博物馆这些人们旅游常去的地方，

而是会选择去大街、去超市，去看身边的人，可以得到

更多文化方面的启示”。被问到将来对什么样的角色更

感兴趣，会有怎样的尝试，舒淇说自己特别喜欢拍的电

影就是关于人性，想尝试一些像杀人犯的角色。但其实

找了好多年都没有导演愿意找她拍。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4 月 23 日举行闭幕式，

届时本届“天坛奖”得主也将产生。通过国际化评委会

的精心挑选与抉择，本届天坛奖获奖影片将更加受到世

界瞩目。  

                                                          供图 / 新华社

了他现阶段的探索方向。段奕宏说，“相比年轻时通过

过硬的表演尝试、感受不同种类的角色，现阶段我更关

心一部电影本身所讲述的内容。”

对于选择剧本的标准，段奕宏表示自己还很任性。

2016 年与第一次执导长片的董越合作《暴雪将至》，

很多人都认为这很疯狂。但他却看到了这位年轻导演的

执着与热情，这是他自己最怕失去的一面。对生活的挣

扎以及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和危机感，让段奕宏疯狂地选

择与创作，愿意跟随这样的导演去寻找、质疑这种复杂

的心态。同时，也能带领演员去寻找一种理想的状态和

表达。相对于当导演，段奕宏更愿意和优质的导演、编

剧、摄影，及团队一起去打磨出好作品。“把演员做好，

可能是我一生的理想。”

从戛纳到北京，这是舒淇第二次以评委的身份亮相

国际电影节。作为专业评委的“经验”之谈，舒淇表示

不会以自身的喜好作为衡量一部影片好坏的标准，而是

会通过不同类型、风格，以及一部影片的价值，是否能

够打动人来作为最基本、客观的评价。

对于观影口味，舒淇表示，相比战争片和科幻片，

自己更喜欢比较沉闷的电影，因为脚步比较慢，有思考

的时间，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对于出演侯孝贤的文艺片，

舒淇笑谈自己并不喜欢拍，但很享受拍片的过程。类型

片和文艺片需要自己从演员的身份抽离，全身心投入到

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和按照自己的感觉出演的商业片表

演风格并不一样。

在大银幕中，舒淇一直留给观众十分洒脱的银幕形

象。被问到自己随性的性格，舒淇表示，人生有太多事

情需要纠结，而自己则喜欢把时间省下来去玩，开心多

一点，不会太钻牛角尖。自己饰演的大部分角色都是悲

情式角色，相反在生活中，需要变得更单纯、轻松和简

单一些。“可能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会纠结，是选择要

吃中餐还是法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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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等待
本片由伍仕贤导演，夏雨、李冰冰、龚蓓苾主演，

于 2005 年上映。

陈文是一家古董店的小老板，充满热情与幻想。他

与一班好友怀揣各自的梦想等待着真爱的到来。一次，

陈文偶然邂逅了三流小演员刘荣，这个完全符合他理想

爱人形象的女子一下子击中了他的心。在好友们的百般

怂恿下，陈文决定放手一搏，一幕幕颇具喜剧色彩的浪

漫情节逐个上演。古董店合伙人的妹妹李静从高中时起

就偷偷喜欢陈文，保留着陈文送给她的每一样废物，但

陈文只把李静当哥们儿，对她的多年付出视而不见。独

自等待的爱情，独自等待的人生，没有谁对谁错，每个

人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实践着梦想。

那山那人那狗
本片由霍建起导演，滕汝俊、刘烨主演，1999 年上映，

是无数中国观众心中难忘的佳作。

在中国南方农村，身为乡邮员的父亲要退休了，他准备把

这条邮路交给儿子。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跑邮路，他叫儿子一起

去。儿子在上任第一天非常兴奋，期待着大家欢迎他们到来的

热烈场面，但结果大家对他们的到来习以为常，反应十分平淡。

一路上父子两人心情都不轻松。父亲回忆着当乡邮员的岁月，

他有很多话要跟儿子讲，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儿子不仅是第

一次执行任务，也是第一次跟父亲同行，他觉得山路似乎永无

尽头，这也让他联想起父亲命运的变迁以及母亲无尽的等待，

使他更加懂得了生活的意义。

归来
本片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由张艺谋执导，

陈道明、巩俐主演，于 2014 年上映。

70 年代初，与家人音讯隔绝多年的劳改犯陆焉识，因思

念心切，在一次农场转迁途中逃跑。他的行为给怀有芭蕾舞梦

想的女儿丹丹带来巨大的压力。女儿想方设法阻止母亲冯婉瑜

与父亲陆焉识相见，结果夫妻俩近在咫尺，却只能再次相隔天

涯。文革结束，陆焉识终于平反回家，却发现家中的一切早已

物是人非——女儿丹丹放弃了自己的芭蕾梦想，成为一名普通

的女工；而更让陆焉识深受打击的是，他深爱的妻子冯婉瑜，

因患病已然不再认识眼前的他。深厚的感情、生活的变故，迫

使陆焉识做出了对他来说最荒诞却又最合理的人生选择……

末代皇帝 3D 版
本片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执导，尊龙、

陈冲主演，于 1987 年上映，一举夺得第 60 届奥斯卡

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九项大奖，并在英国、

法国、日本、意大利各大颁奖礼上频频获得重要奖项。

影片讲述了溥仪的一生。三岁入宫继承皇位，民国

建立后，溥仪被禁入紫禁城，结束了他有名无实的帝王

生涯。在日本军阀的扶持下，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意

欲复兴大清帝国昔日繁荣。日本战败后，他也成为俘虏。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十年后，被特赫释放。晚年的溥

仪以游客身份重游紫禁城，不免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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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淡淡的哀愁，

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

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连起

英子与疯女秀贞、英子与小

偷、英子与奶妈宋妈三段并

无因果关系的故事。

这样的结构使影片像一

个多棱镜一般，从不同的

角度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

貌，向世人展现了成人世

界的悲欢离合。用说不出

的天真，道尽人世间复杂

的情感。

吴贻弓凭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

他说：“小说《城南旧事》中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

深深打动了人心，整部小说充满了朴素、温馨的思想感情。

当这部影片上映后，这种情感同样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小英子的饰演者沈洁，也曾说：“林海音的作品其实

更适合拍成电影。因为她的作品故事很简单，没有什么

修饰，所以在改剧本时编剧很注重加强节奏和情节性。”

下面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

1988年导演凌子风，编剧韩兰芳，主演刘晓庆、姜文等，

拍摄了根据许地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

 本片于 1989 年获得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

片奖，姜文凭借此片获最佳男演员奖，刘晓庆获得最佳

女演员奖。 

少了小女孩清澈眼眸作为视角，这座 30 年代的北

京城更加古老庄严；没了淡淡的相思和哀愁，这片灰墙

青瓦下多了一场三角纠葛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卑微但又

倔强的女性的恋爱传奇。全片画面简洁干练，人物塑造

充满张力。

时隔两年，姜文主演的另一部电影《本命年》于

1990 年上映。导演谢飞凭着本片一口气杀到了柏林，

光影北京 城南旧事
1960 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一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成了对瞬间长大最好的描述。

1983 年吴贻弓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拍摄了电影《城南旧事》。电影通过小姑娘英子童稚的眼睛，讲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北京城南一
座四合院里一家人的生活。

获得了金熊奖最佳影片的提名，最终拿下了银熊奖杰出

成就奖，那一年是导演的本命年，刚刚 24岁。

他用 107 分钟讲述了北京青年李慧泉 ( 姜文饰 ) 在

本命年遭遇爱情受挫直至犯罪、死亡的故事。《本命年》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影片，和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

张暖忻的《北京，你早》并称为“1990 年中国三部关

于迷惘青年的电影”。

如果说《本命年》塑造了中国影史上最著名的黑色

英雄银幕形象——泉子，那么《北京，你早》则讲述了

一群在欲望中沉浮的年轻人。

张暖忻以女性导演独有的细腻，将寻常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捕捉入镜头中，比如商店里售卖的脚气药水，隔了

几天便换了个品牌卖更高的价钱；比如交通事故后，受

害人去医院开张伤残证明讹诈司机；比如未婚流产需要

单位出具证明……影片呈现了一幅90年代北京风情画。

经历过此番的人回眸往事，怎能没有曾经沧海的感

触，短短四十年，宛如隔世。

80年代末齐秦的一首《外面的世界》似乎是对当年

出国潮的注释，那时的人们将出国视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于是夏钢在 1992 年，拍摄了由葛优和徐帆主演的

爱情片《大撒把》，该片讲

述了男女主角都盲目地将

伴侣送到大洋彼岸，在独

守空屋的寂寞中互生好感

但又始终若即若离的故事。

貌似挑战道德底线的情

节，被葛优和徐帆分寸感

把握极好的演绎，软化成

所有普通人的人生故事。

葛优凭借本片获得了第

1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男主角，夏钢凭借该片获

得第 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导演。

 彼时作为编剧的冯小刚，为本片贡献不少“金句”， 

“贫嘴”里充满了北京“风味儿”。影片里温暖的阳光，

为冬日使馆区的梧桐、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午后地坛公

园的小院儿，打上一层专属于北京的色调。

 但对于《开往春天的地铁》中的两个异乡人来说，

再暖的阳光也无法驱散内心的阴霾。该片是张一白的电

影处女作，影片讲述了从南方来到北京闯天下的建斌和

小慧，在经历了七年的婚姻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情感矛

盾的故事。

 之所以取名为《开往春天的地铁》，是因为导演觉

得地铁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志，在电影中是故事的开始也

是结尾。地铁在片中是情感的载体，是情感的隐喻，预

示着由明到暗由暗到明的过程。

 主演耿乐和徐静蕾，在电影开拍前每天一起乘坐地

铁，慢慢互相了解、培养感情，揣摩 “七年恋人”该有

的状态。

打开手机，打开淘票票，买一张北影节展映的电影票，

走出地铁，去拥抱这个城市的春天吧。

                                           文 / 本报记者 武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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