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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
1989 年，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首部正式长片《都市浪人》在西雅图电影节首映引起轰动，他所代表的文艺话唠风格成为好莱坞电影语
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98 年，旧金山电影节放映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长片处女作《追随》，让他得到了好莱坞的关注，从此好莱坞
主流商业电影中多了一位革新改良者；2000 年，《爱情是狗娘》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声名鹊起；曾获得奥斯卡最
佳影片提名的《爆裂鼓手》最初只是个短片，在圣丹斯电影节得到投资之后，达米恩·查泽雷才得以拍出长片，惊艳世人。纵观影史，

有才华的导演大都离不开电影节的项目创投平台，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伯乐，也提供了直通罗马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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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办初期，项目创投就是电影市

场举足轻重的版块。今年项目创投已迈入第七个年头，

回望过去六年的时间里，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

创投平台累计接收 2954 个报名项目，其中 60 个优秀

项目脱颖而出。这里见证过《喊·山》的诞生，制造过

《我的特工爷爷》的传奇，实现过《七十七天》的逆袭，

助力过《南极之恋》的面世。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平

台用连年累积的硕果向青年影人证明：坚持梦想，项目

创投为你保驾护航。

毋庸置疑，真正属于中国青年影人的黄金时代已经

到来。

2017 年是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一年，中国电影票

房突破 550 亿大关，取得了市场规模世界第二、银幕总

数全球第一的傲人成绩。中国电影票房的腾飞，让电影

市场这块蛋糕越做越大，给青年影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2017年也是《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的一年，

产业链不断完善，产业活力极大释放，在法律层面上更

好地保护了青年影人的利益。

据《2017年中国青年导演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

现阶段青年影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有 58%

的青年导演要花费一年以上的时间寻找投资。即使融资

完成，也难以找到稳定的创作团队。针对这些困难，北

京电影节项目创投为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是电影市场版块中备受

业内关注的活动。这个平台集投资、制作、营销、宣发

等多项交易于一体，每年都可以吸引到众多影视行业及

相关服务领域公司和机构参加。在这里，可以帮助青年

影人解决燃眉之急，实现电影项目与电影产业资源有效

对接，对优秀作品和人才进行全方位的扶持，孵化出口

碑与票房双高的电影作品。

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平台坚信，青年导演是电影市

场发展的动力引擎。他们不受规则束缚、不被商业摆布，

其开阔的视野和对艺术的追求，是各种类型片不断创新

的源头，是未来电影市场中的有生力量。

   

带着一个故事来 带着一部电影走
今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这

个属于青年影人的盛会再次如约而至。项目创投征集于

2017年 12月 1日正式启动，到2018年 3月 4日全面

截止，累计征集项目 722个，创北京国际电影节历届项

目创投申报作品数量之最。凭借多年来挖掘扶持优秀华

语电影的良好口碑，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逐渐成为

了全球华语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影孵化与扶持平台。

从本届征集到的电影项目来看，北京国际电影节项

目创投在泛华语区的影响力愈发凸显，尤其是我国香港

和台湾地区的作品数量较往年有显著提升，更吸引了马

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家优秀华语电影人的

积极参与。

较之往年，今年的作品质量更上一层。这些作品不

仅类型丰富多样，风格题材也令人耳目一新，让评委们

领略到青年影人的无限脑洞。它们汇集了青年影人的心

血和才华，给创投平台带来了无限惊喜。 

今年数量居首的是悬疑惊悚犯罪类作品，报名数量

154 个，占比约 21%。其次为剧情类，项目数量 144

个，占比约 20%。去年数量居首的爱情类作品，今年

明显缩减，创投平台共收到此类作品 135个，约占总数

的 18.7%，排名第三。喜剧类共收到项目 111个，约占

15%。奇幻和科幻类项目也稳中有升，共征集项目77个，

占比约为 11%。古装武侠类成为本届新的亮点，占比约

为4%。这样的变化反映出了未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趋势。

项目创投评委们，秉承着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挑选

真正优秀的作品，本着孵化作品和扶持人才的目标，为青

年影人提供最好的机会与资源。本届项目创投初审评委

团由六位影视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历时近四个月时间，对

722个项目逐一进行审阅和评分，并经过多次初审评选会

议的激烈讨论，最终筛选出了40个优秀项目进入复审。

复审评委阵容由著名编剧陈舒女士、著名导演赵天

宇先生、著名制片人曾瀚贤先生组成。三位复审评委对

40 个项目的剧本进行了认真审阅和评分，并于 4月 7

日至 8日进行了复审面试，从主题深度、创意新颖、剧

本扎实、类型鲜明、实操能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

终评选出了20个商业和艺术兼备的优秀华语电影项目。

其中有 10 个创投项目入围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

影市场项目创投终审路演环节，角逐本届创投四大奖项

及国际推广奖。它们分别是：《APP杀人事件》《春江

水暖》《斗虫》《对岸是否艳阳》《汉南夏日》《猎狗》《魔

幻太鲁阁》《南国》《悬崖》《野马》(排名不分先后 )。

孵化优质作品 输出优质人才
近几年，中国电影产量增长迅猛，新鲜的影视内容

层出不穷。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也为中国

电影做出了很多贡献，孵化了众多优质的类型片。 

2017 年，户外探险题材的电影《七十七天》受到

了多方关注。该片根据探险家杨柳松描写自己真实经历

的小说《北方的空地》改编，作为无流量明星、无 IP 的

影片，《七十七天》在大片云集的 11 月，创造了小众

电影票房过亿的奇迹。影片无论是从情节设置、视觉呈

现还是精神内涵上，都发挥到了极致，彰显了中国电影

助力青年导演逐梦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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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而早在 2014 年，导演赵汉唐就带着《七十七天》

的概念片，参加了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

创投路演，并一举拿下项目创投“特别大奖”，为这部

作品的成功打下根基。

在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创投平台亮相的

《南极之恋》，也已于 2018 年贺岁档上映。电影由关

锦鹏监制，吴有音导演，赵又廷、杨子姗领衔主演，这

是除了纪录片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极实景拍摄的

电影。作为国产片中稀有的灾难爱情题材电影，《南极

之恋》投资过亿，采用南极实景拍摄与后期CG特效相

结合的制作方式，试图为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一部高品

质的电影。 

除了孵化作品，项目创投对人才的孵化和输出作

用也愈发明显。从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

目创投中走出来的两位导演——余庆和田里，就是其

中的典型。

2016 年，导演余庆携作品《钢铁斗士》参加第六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此作品被评选为

当年的“优秀创投项目”。对于取得的这个成绩，余庆

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履历，对我接下来的项目都很

有帮助。”参加创投过程中的相关培训也给余庆带来了

很多收获：“这让我能更好地考虑商业与艺术的平衡，

对创作的帮助非常大。”

在这之后，余庆导演了多部作品，其中最受瞩目的

就是根据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同名网剧《古董局中局》。

这部作品获得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目前已经杀青，

相信作品面世之后，必将为余庆导演带来更多的关注。

余庆认为，对于青年导演来说，等待是效率最低的

方式。而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这个平台所

提供的，正是让新人导演能够快速投身电影业、把蓝图

变为现实的机会。

从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走出来

的另一位导演田里，也在近两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

凭借《错换鸳鸯》拿下前年项目创投环节的“特别

大奖”之后，田里将自己的事业重心转向了网剧市场。

他导演的《河神》成为了 2017 年的热门网剧，制作水

准对标美剧，豆瓣评分高达 8.3，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

19.6 亿，成绩十分亮眼。

田里说，创投平台给了他许多帮助，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给了当时的他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提升了自

己的沟通能力和推介能力。

在网剧领域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田里，并没放弃自

己的电影梦想。他表示，虽然目前公司的定位主要是网

剧制作，但是拍电影依旧是自己的终极目标。

近几年，网络与院线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少

网剧都在努力追求“电影质感”，而院线电影也涌现出

越来越多的网生内容。电影市场项目创投对人才的培养

与孵化，不止服务于电影产业，更是为全行业提供人才。

 

2017 年项目进展顺利
 如何与资本和行业资源对接，是怀揣梦想的电影新

人所面临的第一个课题。随着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

项目创投的日渐成熟，青年影人在这里获取了资源和资

本，更获取了无数业内人士的宝贵指导和建议。从第七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创投平台走出来的导演徐翔

云就是一个例证。

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创投平台中，

徐翔云凭借剧本《不可杀戮》拿到“最佳原创剧本”

奖。当时的他一门心思在艺术创作上，对创投的流程

并不熟悉，《不可杀戮》也没有投资方，前途未卜。

偶然机会听到了朋友的介绍，说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

市场项目创投这一平台已经成功孵化了许多电影项目，

他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未曾想到一举拿下“最

佳原创剧本”奖。

进行路演之前，徐翔云坦言，创投平台的培训对他

的帮助非常大。电影节特邀培训师——万诱引力电影董

事总经理何韵明女士和资深编剧秦海燕女士，分别向徐

翔云提了两个问题：“现在的罪案故事非常多，《不可

杀戮》最特别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剧本中所描述的‘生

活流’在电影中该如何更鲜明地呈现出来？”这两个问

题让徐翔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作品，在后续的创作和修

改上启发良多。

创投平台的路演让《不可杀戮》得到了许多投资方

的青睐，并最终花落企鹅影视天府工作室。作为一个自

编自导的作者型导演，徐翔云表示，虽然资方提供投资，

却并没有因为市场、票房等因素给他过多束缚和压力。

目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样好的环境之下，把自己

心中的故事毫不打折地呈现出来。

2017 年，另一部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

创投走出来的作品《郊区的鸟》, 项目进展也非常顺利。

这部影片在当时入围了“优秀创投项目”，目前已经完

成拍摄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郊区的鸟》的制片人鲸书说，他们选择参加第七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正是因为平台的

知名度和号召力可以帮助影片找到优质的合作方。而这

次参与也的确让《郊区的鸟》满载而归，不仅让他们找

到了影片的男主角李淳，还通过创投平台与李亮文先生

达成了合作，获得了项目投资。

鲸书还提到，在复审环节中担任评委的杨树鹏导演

给《郊区的鸟》的预算、执行、拍摄等方面都提出了重

要建议，让她对电影制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且，她还

特地强调仇晟是新人导演，制片人需要更多耐心来保护

导演的创作思维。

事实证明杨树鹏导演的建议都非常有效，后来鲸书

与创作团队积极调整预算，帮助影片规避了许多问题，

使拍摄顺利完成，后期制作也在稳步推进中。今年，他

们还计划参加戛纳电影节，争取为国产电影的国际征程

再添光彩。

 

重视作品 坚持表达
这些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取成功的青年影人，

给参加 2018 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的电

影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建议：重视自己的作品，坚持自

己的表达，不要把建议当成准则，但要善于听取建议，

尤其要重视创投平台上前辈们的经验之谈。

电影市场创投平台期待所有心有所往的青年影人来

此大展身手，在这个快速而直接的转化平台上，把故事

变成影像，把蓝图化为现实，把想法付诸实践，把更多

更优质的电影，献给影迷们。

文 /本报记者 武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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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IFF),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lm market. This year, marks the start 

of a seventh year  in  this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six year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BFFMMVC) 

has  received a  total of 2,954 entries, as well as 60  that 

stand out above the rest. Through these submissions we 

have witnessed the birth of  incredible films like “Mountain 

Cry", "My Beloved Body Guard”, "Seventy-Seven Days”, 

and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BIFF’s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 has proven  its  achievements  year  after  year  

and has shown young filmmakers  that  if  they chase their 

dreams,  the BIFF’s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will protect 

their journey.

No doubt  that  the golden age of  the young Chinese 

filmmaker has arrived.

2017 was a year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movies.  China’s  box  office  sales  exceeded  the  55 

billion mark making  it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movie 

market and the number one country  in number of movie 

screens.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Chinese box office 

has only created an atmosphere where  the  film market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which  in  turn  is providing young 

people with mor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2017 was also  the  year when  the “Film  Industry 

Promotion Law” was  formally  implemented. The  result 

was an  industrial chain  that w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an injection of new life into the industry. Also, this law 

helped provide better legal protections for the interests of 

young filmmaker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Young Directors  in China  in 2017”,  the biggest problem 

facing young filmmakers at this stage is financing, and that 

58% of young film directors generally spend more than a 

year just looking for investment. Even after find investment,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find a stable and creative team for the 

project. In these most difficult aspects, the BIFF’s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is available to put these worries to res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oject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omestic  film 

market  that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rest of 

the  industry. This platform  takes  investment,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and it brings it  into one. It 

also attracts multipl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along with other  related  fields of service 

every year. While here,  young  filmmakers can  find  the 

help they need to meet their urgent needs and effectively 

link their movie projects with film industry resources. They 

will also discover a place that will provide full support  for 

outstanding works and  talents as well as  incubate high-

quality movie works  that  is  reputable  enough  for  the 

highest box office.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  firmly believes  that young  film directors are a 

powerful engine  that helps develop  the market. They are 

not bound by rules and are not manipulated by business. 

Their broad vision and pursuit of art are  the source of 

constant innovation for various types of films as well as a 

vital force that will soon become the mainstay of the future 

film market.

Take a story 
and walk with a movie

This year marks  the eigh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event 

and  this young artist's program has arrived once again. 

The project's  venture  capital  solicitation was  formally 

launched  on December  1,  2017  and was  closed  on 

March 4, 2018. A  total of 722 projects were submitted, 

making it the largest number of projects ever submitted In 

BIFF history. Thanks  to  its good reputation  in supporting 

excellent Chinese-language  films  for many  year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watched movie incubator 

and support platform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orl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years,  the quality of  this 

year's work has  improved  to another  level. These works 

not only span a variety of genres and styles but are also 

refreshingly unique  in  their  topics. Some projects  include 

themes such as road trip comedy, horror comedy, literary 

sci-fi, etc. These works have adap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re full of suspense. They show the depths of human 

compassion, and are  revel  in a  sarcastic  reality.  They 

either will  take you on a  journey through time and space, 

or  take  you on a crazy adventure.  These works allow 

the  judges  the  judges  to  truly enjoy and experience  the 

endless depths of  these young  film makers’ creative 

brains. These works of art bring together the blood, sweat, 

tears, and talents of young filmmakers that provide infinite 

surprises for the Venture Capital Program. 

Judging from other  film projects promoted this year, 

the impact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on  the Pan-Chinese  language are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particular,  the number 

of work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This in turn  has 

attracted a positive increase in participation of outstanding 

Chinese film makers in countries like Malaysia, Singapore, 

USA, and France,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a  rich variety of works applying  for venture 

capital  this year.   These works  include projects within  the 

genera of drama, love, suspense/crime , and comedy. The 

number of the top three types of genres vary considerably 

from last year.

The number one gen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years 

program  is suspense/crime  thrillers with a  total of 154 

submissions which accounts  for about 21% of  the  total 

submissions.  Thrillers were  followed  by  drama with 

144  submissions accounting  for 20%.  The number of 

romance projects, which  took  the  top  spot  last  year, 

saw a significant drop to  third  in  this years program.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received a total of 135 such works, 

accounting  for 18.7% of  the  total number. The comedy 

category received a  total of 111 projects, accounting for 

about 15%. The number of fantasy and sci-fi projects also 

saw a steady  rise  from  last year. A  total of 77 projects 

were  submitted,  accounting  for  about  11%.  Ancient 

martial arts projects has become a new highlight this year, 

accounting  for about 4%. This change also  reflects  the 

new trend i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judges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a  fair  and  impartial  evaluation.  They are 

sure  to  select  genuine  and  outstanding  pieces  and 

provide  young  filmmakers with  the best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al of  incubating 

projects  and  supporting  talent.  The  judges  carefully 

consider  each piece on  several  different  criteria  such 

as creativity, genre, and script, etc. They encourage  the 

use of creative and original scripts,  in  the current movie 

market,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more potential but a lower 

number.    This  years  judges are also much more strict 

on  the  integrity and completion of script writing  than  in 

past years. This  is  in order to strive  in  discovering movie 

projects with  investment value and market potential. The 

results of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was announced on 

8th April.  The  top 10 outstanding projects are: 《APP 

Sharenshijian》、《Chunjiangshuinuan》、《Douchong》、

《Duianshifouyanyang》、《Hannanxiari》、《Liegou》、

《Mohuantailuge》、《Nanguo》、《Xuanya》、《Yema》

(names not listed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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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Helping Young Directors to Set 
Sail With Their Dreams

In 1989, the first feature film to be shown at the Seattle Film Festival was Richard 
Linklater’s “Slacker” and it was an instant sensation. The literary style that he 
represente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uture of Hollywood movie language. 
In 1998, the San Francisco Film Festival screened Christopher Nolan’s debut film 
entitled “Following”, which quickly brought him the attention of Hollywood. Since 
then, Hollywood has benefited a great deal from his innovation in mainstream box 
office films; in 2000, “Amorros Perros” premiered at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causing 
Mexican director Alejandro G. Iñárritu to become instantly famous.“Whiplash” a critically 
acclaimed film that was nominated for an Oscar for Best Picture was originally a short 
film. After receiving investment from the Sundannce Film Festival, Damien Chazelle 
was able to make a full feature film that stunned the world. Throughout film history, 
the most talented director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film festivals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platform, which provides them with a mentor, and also provides a “shortcut” 
on the rode t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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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ubating quality 
and producing quality tal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ilm production has grown 

rapidly, and has seen an emergence of unlimited  fresh 

new film and television content.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of  the BIFF movie market has also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and has helped incubate a wide 

variety of high-quality films.

In 2017,  the movie  "Seventy-seven Days" about an 

outdoor adventure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adventurer Yang Liusong's description of 

his  real  life story.  It was adapted from the book “Super 

Wasteland," and had no actors with any star power, no 

offic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o noticeable cast 

members. However,  even with  these  three big  strikes 

against it, ”Seventy-seven Days” resulted in a box office 

miracle when  it attracted over 100 million viewers during 

the very competitive movie  release month of November. 

No matter  if  you consider  the  film  from  its plot,  visual 

presentation, or content,  the film holds up  in all aspects, 

demonstrating the sustainable vitality of Chinese films.

As early as 2014, director Zhao Hantang  took  the 

concept film of “Seventy-seven Day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4th Annual BFFMMVC event.  In one fell swoop he 

won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Grand Prize”, and 

with this achievemen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success.

  The 4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Venture Capital  "Grand Prize"  award winner 

"Seventy-seven Days"

The  film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was unveiled 

during  the 5th annual BFFMMVC and was also  released 

during the 2018 Lunar New Year. The film was produced by 

Guan Jinpeng, directed by Wu Youyin, Zhao Youting, and 

Yang Ziying. Other  than documentaries  this was  the first 

movie ever to be filmed in Antarctica. As a rare disaster love 

themed Chinese movie,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had a 

budget over 100 millionRMB.  It  incorporates real  footage 

shot  in Antartica with CG special effects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product for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A participant film in the 5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Venture Capital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In addition  to  incubating projects,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incubation and output of  individual  talent.  The  two 

directors, Yu Qinghe and Tian Li, who emerged from the 

VCP of the 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re great 

examples of this.

In 2016,  the director Yu Qing brought his project 

“Fighters  of  Steel”  to  participate  in  the 6th  annual 

BFFMMVC.  This  piece was  selected  as  that  years 

“Outstanding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For  that 

achievement,  Yu  Qing  said: “This  is  an  important 

credential that will be a large help to my future projects.” 

The related venture capital  training also provided a  large 

amount of beneficial  knowledge  to Yu Qing: “This has 

caused me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balance between 

business and art, and will provide great assistance  in my 

pursuit of creation.

After  this, Yu Qing directed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projects, the most notable of which was the adaptation of 

Ma BoYong's novel with  the same name “The Antique 

Mystery".  This  film  received almost 200 millionRMB  in 

investment capital  , and filming has already finished.  It  is 

easy  to believe  that after  the  film  is  launched,  it will no 

bring this new director Yu Qing closer to the lime light.

Yu Qing believes  that  simply waiting  is  the  least 

efficient way for young directors to find success and that 

the BFFMMVC platform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newcomers to quickly  join  the film  industry and turn  their 

blueprints into a practical opportunity.

Another  director,  Tian  Li,  from  the  6th  Annual 

BFFMMVC project  has also made several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two years.

After winning the “Grand Prize" in the venture capital 

category at  the 6th Annual BIFFMMVC for his  film “The 

Misplaced Lovers", Tianli  shifted his business model  to 

focus  to  internet  film market. His  internet mega drama 

"Tientsin Mystic" became a popular online drama in 2017. 

Not only were his production standards comparable  to 

modern American dramas, Tientsin Mystic’s Douban score 

reached as high as 8.3, and its views on iQiyi reached up to 

1.96 billion, all representing his incredible achievement. 

Tian  Li  has  stated  that  the  VCP  gave  him  an 

immense amount of help at  that stage  in his career,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was giving him a clearer goals,  

improving hi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nhancing his 

promotional abilities.Even though Tianli has already found 

success  in  the  field of online dramas, he still  holds on 

to his own movie making dreams. He said: Although  the 

company's work  is mainly  in  the production of  internet 

dramas, filming movies is still the ultimate goal.

In recent years, the line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movie 

theate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blurred. Many online 

dramas are striving to achieve “film texture”, and there 

is more and more movie  theaters  releasing web based 

content. Through the film market venture capital training’s 

guidance of talent,  they want to excel at providing service 

in  the film  industry, but even more than that  they want  to 

provide outstanding talent for the entire industry.

The smooth progression 
of the 2017 project

How to connect with capital and  industry  resources 

is  the  first  question  faced by new movie  enthusiasts. 

As a  result an  increasingly mature market  in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young filmmakers have gained 

access to important resources and capital. They also have 

gained an unlimited amoun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from numerous senio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is a director that emerged out of the 

7th annual BIFFMMVCP named Xu Xiangyun.

During the 7th annual BFFMMVCP , Xu Xiangyun won 

the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award  for his script “Do 

Not Kill." At  that  time, he  focused all of his attention on 

his artistic creation and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venture 

capital process. “Do Not Kill” had no  investors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Then one day he overheard a  friend 

talking about how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latform had already  successfully  helped  to  incubate 

several movie projects. He decided  to give  it a shot and 

soon after registered. He never imagined that he could win 

the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award.

Before  the promotional  tour, Xu Xiangyun admitted 

that  the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 

had helped him a great deal. The  film  festival's special 

guest mentors,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Forces of 

Nature” Film He Yunming and senior screenwriter Qin 

Haiyan, respectively raised two questions to Xu Xiangyun: 

“There are many crime stories  in  todays market. What 

part of “Do Not Kill” makes it speciel? How can the “life 

flow” as described in the script, appear in the movie more 

vividly?" These  two questions have allowed Xu Xiangyun 

to  re-examine his own work and provide a great deal of 

inspiration for subsequent creativity and modifications.

The  national  tour  of  the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 

helped “Do Not Kill"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ultiple 

investors, and eventually made a deal Tencent Penguin 

Pictures Tianfu Studios. As an independent author/director, 

Xu Xiangyun said  that although he  received  investment, 

he never really felt  the pressure or restrictions of  the box 

office market. Currently,  his greatest wish  is  to  simply 

show his heart's story without compromise.

Another  project  to  emerge  from  the BIFFMMVC 

project  is 2017  filmed named “Suburban Birds”. This 

film was selected as a  finalist  in  the  "excellent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and has now completed shooting and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post-production stage.

The “Birds of the Suburbs” producer Qiong Shu said 

that they cho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7th annual BBIFMMVC 

because of the popularity and appeal of the platform that 

can help movies find a good partners. The participation of 

"Suburban Birds”did really provide the movie with lots of 

benefits. Not only did they find the film's  leading actor, Li 

Wei, but they also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Li Liangwen 

to provide  investment. This easy  to  find cooperation was 

only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festivals platform. 

Qiong Shu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director Yang 

Shupeng, who  served  as  a  judge  during  the  review 

process, made  several  important  suggestions  on  the 

budget, process, and shooting of  the “Suburban Birds” 

which gave him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ovie industry. 

Moreover, he also specifically emphasized that the directer 

of the film Qiu Sheng is a new director, and the producer 

needs to be patient in his oversigh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director's creative process.

The   r e su l t s   o f   D i r e c t o r   Yang   Shupeng’s 

recommendations were  very effective.  Later, Qiu Shu 

and creative  team quickly adjusted  their budget. These 

adjustments helped  the  team avoid a  lot of  issues, and 

the  result was a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filming 

stage, and a steady progression  in production. This year, 

they also pl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and they hope to  lend to  the credibility of domestic films 

amongs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Value your own work
insist on self expression

The young  filmmakers  that have achieved success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ve all given a 

similar suggestion to participants  in  the 2018 event. That 

they value their work, insist on using their own expression 

of art and to not  take others advice as a something they 

must do. At  the  same  time, new  film makers must be 

good at listening to suggestion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he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s more 

experienced senior members.  

The 8th BIFFMMVC platform has already successfully 

incubated many high-quality projects. This experience will 

help to make the event provide more high quality  training 

that helps point young peopl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re will 

be stricter regulations and fairer evaluation methods that will 

allow the young film makers to compete fairly.   Most of all 

there will be better and richer resources to provide a helping 

hand to young film makers on their film making journey.

The movie market  venture  capital  platform  looks 

forward  to all  the young artists who come here  to show 

their  talents and  through  this  fast and  life  transforming 

platform, turn their stories into images, put their ideas into 

practice, and their blueprints into reality.

To dedicate more and better outstanding films to our 

dearest movie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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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路演的项目方正式展示之前，卞建国发表

了致辞，他向到场嘉宾详细介绍了本次项目评选的过

程，提醒参与展示的项目主创们要时刻保持创作初心

以及审美标准，并表示项目创投活动是推动电影发展

的孵化器和催化剂，将努力挖掘具有市场潜质的优秀

电影项目，同时期望当天的获奖项目能够在不久后的

电影市场上拥有卓越表现。最后卞建国衷心地祝愿到

场的所有年轻电影人，希望他们可以“带着一个故事来，

带着一部电影走”。

2017 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纪录屡次被打破，

电影市场迸发出来的生命力让创作者们心潮澎湃，也让

更多投资者对优秀的电影项目信心倍增。第八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活动就致力于为优质电影项

目建立一个集“培训—评选—扶植—洽商—孵化—追

踪—展示”于一体的项目交易市场，让优秀的年轻影人

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们在这里相遇，碰撞出激情的创作

火花，推动着中国电影迈向未来。

项目创投是电影市场两大平台之一的“项目创投交

易平台”的重要载体，在这里经过甄选的优秀电影项目

将与电影产业链要素进行充分对接，最终孵化出具有市

场潜力的优秀电影作品。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北京国

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平台累计接收 2954 个报名

项目，共有 60 个项目从中脱颖而出，其中《我的特工

爷爷》《点对点》《大鱼海棠》《喊·山》《滚蛋吧！

肿瘤君》这些优秀项目在投入制作及进入市场之后，票

房与口碑方面的表现都相当出色。相信今年获奖的优秀

项目也可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成为

中国电影发展的推动力量。

本届项目创投共吸引了722个项目申报，来自美国、

法国、波兰、印度、新加坡、多米尼亚共和国、马来西

亚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项目达到 24 个，其中大多数

项目计划中外合拍，这更加有助于国内年轻电影人参与

国际交流，吸收国外先进电影制作经验，进而提升我国

电影制作水平。

路演现场，《APP杀人事件》《春江水暖》《斗虫》

《对岸是否艳阳》《汉南夏日》《猎狗》《魔幻太鲁阁》

《南国》《悬崖》《野马》十个优秀电影项目方轮流上

台进行了展示，分别从项目主创、项目类型、创作初衷、

故事情节、项目进展等方面，向到场嘉宾介绍了各自的

电影项目。这些项目大多剑走偏锋，避开了中国电影市

场最主流的影片类型与叙事模式，充分体现了电影市场

所追求的创新理念。

项目创投路演成功举办
《春江水暖》斩获本届特别大奖

4 月 18 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路演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次项目创投路演活动由央视电影频道
著名主持人王翰涛主持，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电视台总编辑王珏，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市新

闻出版广电局副巡视员卞建国出席了本次项目创投路演及随后举行的颁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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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梅峰，坏猴子影业

艺术总监、导演宁浩，以及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

酷事业群副总裁、资深影视制片人刘开珞三位终审评委，

对路演的十个项目进行了系统梳理，聆听了各展示方的

创作理念，并结合项目的类型特点、结构创意、制作预

算等方面，给创作者们提出了宝贵建议。路演活动中，

几个潜质较大的项目也得到了评审们的一致肯定。

最终，项目《春江水暖》获颁“特别大奖”，项目《汉

南夏日》获颁“最佳原创剧本奖”，项目《APP杀人事

件》获颁“最具商业潜力奖”，项目《野马》获颁“最

具创意奖”。这四个项目分别获得了由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海平面青年电影基金、弧光电影艺术中心、伯

修影业以及 Base FX 联合提供的总价值超过 150 万元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电影市场项目创投获奖名单

奖项

特别大奖

最佳原创剧本奖

最具商业潜力奖

最具创意奖

优秀项目奖

国际推广奖

数量

1

1

1

1

6

2

赞助方（类型：金额） 获奖项目

《春江水暖》

《汉南夏日》

《APP杀人事件》

《野马》

的现金及服务奖。获奖的四个项目中，《春江水暖》与《汉

南夏日》还被授予“国际推广奖”，将有机会于今年前

往国际知名电影节进行展示推介。此外，本次项目创投

路演活动还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及投资方参与，来自国

内外各大影业公司的代表对当天路演活动所展示的精彩

项目均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十个优秀电影项目展示结束后，活动现场还举行

了一场以“匠心传承·中国电影市场如何完善新导演扶

植体系，建立高标准的工业化电影之路”为主题的行业

对话，邀请业内资深专家深入探讨和分享当今影视行业

在挖掘和扶持青年导演方面的利弊得失，以及中国电影

人匠心精神的传承，共同展望中国电影之未来。中英文

双语作家、著名影评人周黎明担任本次对话的嘉宾主持，

腾讯影业副总经理、大梦电影工作室总经理陈洪伟，爱

奇艺网络电影开发中心总经理窦黎黎，北京太合娱乐文

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影视策划开发中心总经

理、青葱计划总监付佳，坏猴子影业 CEO王易冰，中

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总监、东方天明

电影公司总经理、天画画天影业总经理吴妍妍参与了本

次行业对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单

元还将陆续举办一系列的展会、论坛活动，更多出色

的电影人将陆续参与到这场助力中外电影发展的盛会

中来，这些优秀创作者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让我

们共同期待。

                                          文 / 本报记者 陈之鑫

海平面青年电影基金（现金：6万元）
Base FX（视效开发服务奖：40万元）

弧光电影艺术中心（现金：5万元）
Base FX（视效开发服务奖：30万元）

伯修影业（现金：5万元）
Base FX（视效开发服务奖：30万元）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现金：5万元）
Base FX（视效开发服务奖：30万元）

获奖项目：《春江水暖》《汉南夏日》

获奖项目：《斗虫》《对岸是否艳阳》《猎狗》
《魔幻太鲁阁》《南国》《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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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塔夫》导演塞尔吉的乡愁 
入围影片发布会伊始，《奥克塔夫》导演塞尔吉·约安·切利比达奇携编剧詹姆斯·奥

利维尔率先现身。

 塞尔吉·约安·切利比达奇对于能入围中国重量级电影奖项“天坛奖”表示很荣幸。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尼亚和中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可以跨越文化和国界进

行交流。

 在谈到与演员马塞尔·尤勒斯的合作感受时，导演觉得很有趣，因为马塞尔之前

的作品多是《碟中谍》这样的美国大片，风格跟《奥克塔夫》不尽相同。

“他的表演方式是大众化的，而在这部戏中，我鼓励他更多感受这个角色和戏中其

他角色的情感关系，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原来的表演风格和这部电影的表演风格间

找到了融合点，这种融合不仅有挑战性，同时也颇具趣味性，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演出。”

同时他还强调马塞尔是个非常敬业的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他会特别注意对白的发音，

去适应本地演员的语调。

 媒体提问环节，有记者问到这部电影是否根据导演本人的亲身经历改编。导演塞

尔吉说，这部影片虽不是他自己的童年回忆，但跟他的童年生活相关。他个人有乡愁

情怀，常常回到小时候呆过的地方看看，对时间也有种迷恋。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

搜集了三四年的生活素材。

编剧詹姆斯·奥利维尔则表示这部电影描述的不是真实的故事，但它的情感体验都

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我们对童年的情感、对故乡的情感、对父母的情感，这些情感体

验都是真实的。同时这部电影的色调，对过去的怀念，也都是基于真实的经历创作出

来的。这部电影就如同一个‘虫洞’，把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重合在一起。”

被问及是否在未来有和中国电影人合作的想法时，导演塞尔吉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

到中国，非常期待也梦想着未来能和中国的电影人合作，并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中

国电影现在蓬勃发展，在未来他希望能够为中国影片制作贡献一份力。

 编剧詹姆斯说：“我非常同意导演塞尔吉的观点，我很喜欢中国的环境，非常愿

意与中国的演职人员合作创作影片，就像导演最开始说的，我们有共同的情感和主题，

完全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最后一个问题由一位影迷向导演提出：这部影片里主角的童年经历对他的人生有怎

么样的影响？

对此导演塞尔吉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童年和故乡对人生产生的影响，这是电影

4 月 18 日上午，北京国际电影节三部入围“天坛奖”的影片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了发布会。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执委韩方海
先生作为颁奖嘉宾，为《奥克塔夫》《证言》《妈妈》三部影片颁发了入围证书。

“天坛奖”三部入围影片

来自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
参加发布会的第二部电影是由格林伯格执导，奥地利、以色列联合出品，欧利·彼

费菲尔主演的《证言》。

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证言》在地平线单元获得最佳影片提名，足以证明导

演阿米查伊·格林伯格这部银幕处女作的成功。

在威尼斯收获一片好评后，影片被邀约至圣路易斯国际电影节，今年又成功入围了

北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奥克塔夫》发布会结束后，格林伯格导演携制片人约

阿夫·罗赫和阿瑞特·扎米尔、女演员哈吉特·达斯伯格·珊穆尔亮相《证言》发布会。

导演格林伯格表示，他想在《证言》这部影片中，展现更多艺术上的自由。这不是

一部讨论历史事件和真理的影片，而是讨论人的身份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如何生

活的影片。它并不针对或指责谁，影片的关注点不是历史，而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我们的身份不是用历史的仇恨来界定的。

与同类大屠杀题材的影片相比，制片人罗赫觉得《证言》具有新的风格和感觉，这

也是他想制作这部影片的原因。他说：“这是一部用来纪念那段历史的影片，犹太人

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最常讲就是一个人应该拥抱他的过去，这部电影讲述了一

个人和他的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无论过去发生了多少好或不好的

事情，都要学会怎么去接受，而不是拒绝它。”

塞尔吉·约安·切利比达奇 1968 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父亲谢尔盖·切利比达奇是

20世纪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塞尔吉目前一共有三部电影作品，前两部都是纪录片，

其中一部《切利比达奇的花园》，记录的是他 80岁父亲的日常生活和对音乐的感悟。

《奥克塔夫》是他的第三部影片，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剧情片的拍摄。本片讲述的

是一个没有家庭的 84 岁老人奥克塔夫，在晚年因为一场土地纠纷只身重返家乡老宅

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主演马塞尔·尤勒斯是罗马尼亚国宝级演员，长年活跃于大银幕，参演

过许多好莱坞商业巨制，如《碟中谍》《加勒比海盗》《哈特的战争》等。 

这个关于奥克塔夫童年的故事细节充盈、充满哲思，电影节奏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影片气氛在肃穆中带着一点回甘，在对亲情、友谊、爱情的回味中，每个镜头都有如油画，

唯美动人、颇具风格，实在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昨日在京举行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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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自由的呐喊
最后一场发布会的主题是由玛丽安·卡琪瓦尼执导，乔治·巴布卢尼主演的《妈妈》。

导演玛丽安·卡琪瓦尼携主演乔治·巴布卢尼，制片人瓦迪米尔·卡查拉瓦，制片

统筹泰穆拉兹·查科维米尼出席《妈妈》发布会。

发布会上，导演玛丽安·卡琪瓦尼谈到了影片为什么用《妈妈》作为片名，她表示

这部电影是关于人的，从她的角度来讲，她想展示女性的一些特征，而这部电影里的

女性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所以取了《妈妈》这个片名。

在媒体提问环节，有记者问导演玛丽安·卡琪瓦尼，电影是在格鲁吉亚雪山拍摄的，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叙事环境？导演表示雪山山区有自己独特悠久的文化和艰苦环境，

她想将那里的特色展现出来。她在拍摄电影时试图将影片与纪录片相结合，所以她记

录了整个雪山三个季节的变化，而且大部分演员都来自当地乡村。

有记者问男主角乔治·巴布卢尼怎样看待女主角迪娜这样的女性，乔治回答到：“首

先饰演迪娜的演员并不是专业演员，但她的表演非常精彩。针对迪娜这个角色，她是不

良传统的受害者，她为爱情做出了非常勇敢的斗争，整个故事非常凄美且具有戏剧性。”

玛丽安·卡琪瓦尼导演曾执导过一部 15分钟短片《迪诺拉》，《妈妈》延续了她

在短片中探讨的关于女性自由与打破山区婚恋禁忌的主题。

《妈妈》讲述的是 1992 年，年轻的迪娜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里的生活

被延续数世纪的传统所禁锢。迪娜的祖父早已把她许配给刚从战场回来的大卫，但

迪娜却对同大卫一起回来的战友盖吉一见钟情。迪娜不断打破传统的禁忌，也因此

遭受了命运的考验。本片整体风格干净整洁，剧情朴素，剪辑冷静克制，却不失情

感层次。

本片用血缘和缘份的对立，描绘了在格鲁吉亚守护女性自由的艰难。“妈妈”一词

包含了三层含义，首先是女人，然后是妻子，最后是母亲。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它并非以一个独立女性的视角来讲述这个女人如何勇敢坚定的追寻自己的自由，

而是多以男人之间的讨论、家长之间的讨论、邻居女人之间的讨论来呈现。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共有 15 部来自海内外的影片入围“天坛奖”主竞赛单元，

这批影片将在“天坛奖”入围影片单元展映，该单元已于 4 月 10 日上午 12 点在淘票

票正式开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正式开幕，影片展映将截

止至 4 月 24 日。 

文 / 本报记者 许舒婷 武且文 庞可欣

大屠杀的幸存者正不断去世，我们找到这些幸存者，记录下了他们的证言。”

《证言》讲述了一位严谨虔诚的犹太学者冒尽风险寻找真相的故事。

片中的伦斯多夫是一个虚构的城市，主人公尤尔是历史大屠杀事件方面的研究专家，

为此他来到了伦斯多夫实地调查，挖掘事情的真相。但在他所期待的真相出现之前，

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却告诉他，他一直声称的身份可能是个错误，他甚至有可能连犹

太人都不算。

本片采用了一种极为克制的拍摄手法，使用大量留白画面，运用写实的自然光线，

搭配富有感染力的配乐，使全片氛围冷静克制。透过尤尔的视角，展开对真相的寻

找及自我身份的判断。研究大屠杀的犹太权威学者，和常人一样，惯性依靠着历史

维度去判断自我，但当他得到真相的同时，我们心中是否该质疑，历史，或许是没

有真相的。

看过影片的人都难免认为，片中虚构的城市伦斯多夫，出自于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

弗里德·耶利内克的作品《灭绝天使》。但导演格林伯格表示：“说实话，我并没有

参考这本书来拍摄这部电影。主要的灵感来源于一位历史惨案研究专家，以及一部关

于奥地利大屠杀的纪录片。”

最后谈及片中主人公意识到他不是犹太人的问题时，导演回答：“这涉及到影片最

核心的问题：你到底是谁？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问题就会变得很尖锐，我们要重新

寻找自己的身份。什么都没有时，我们也更容易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从真实事件到银幕故事
究竟需要谁的授权

2018年初，微电影广告《三分钟》成为各大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在电影的开篇，最先出现的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几个字，那么，由真人真事改编

的电影与其他虚构故事电影相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与虚构故事电影有所不同，后者只需从故事原创作者或者相关著作权人处获取充分

授权，就可以进行剧本改编并开机拍摄了，而前者却并非这么简单，其中存在着大量的

法律风险。随着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保护的不断加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侵犯他人权利，

那么如果想拍摄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需要得到哪些人的授权呢？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五条的规定，作为时事类的新闻事件不适用于著作权法的

保护，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授权，例如，最近热映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收获

了超高的人气，故事中也门撤侨事件本身作为纯事实消息，任何人都可以在不涉及泄

露国家秘密的情况下以此为故事题材进行电影的创作，并且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授权，

但如以特战队员为原型，那么就要获得授权了。

虽说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了“事实无版权”，但同时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

“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

技术等作品：（1）文字作品；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可以看出，

具有独创性并且可以体现其思想的文字作品或口述作品，是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

例如独家报道与人物专访，这种新闻报道通常由记者与采访对象进行过深入的交流，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而写出的独创性较高的独家新闻报道，如果在电影中使用了

这类新闻报道中的摄影图片、文字等内容，需要获得记者以及报道中人物的授权。因

为这类新闻报道可以体现采访者对于在报道该事件过程中的思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受

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综上所述，如果制片方想拍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首先应获得权利人明确、充分

的授权，才能避开其中隐藏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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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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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用当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

现崇高价值、美好情感，用时代发展的光影和色彩呈现

恢弘画卷、万千气象，推动我国从影视大国向影视强国

的迈进，2018 年 4 月 18 日，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了

一场北京影视政策解读发布会，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北京银行等

集中解读北京影视政策并回答了记者提问。电影节合作

媒体及北京影视企业代表 300 余人参加了发布会活动。

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介绍，北京作

为全国广播影视创意策划、制作生产、宣推发行、国际

传播的中心，影视机构总量、产业规模和产量均为全国

第一。截止到 2017 年底，北京地区持有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共 7612 家，创收 867.2 亿元，

位居全国前列；2017 年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公示

1289 部，生产国产影片 350 部，位居全国第一；电影

院线 25 条、电影院 209 家、银幕 1420 块、IMAX 巨

幕 17块、座位 20.4 万个；电影票房收入 33.95 亿元。

为加快北京影视产业繁荣发展，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大调研活动，及时了解掌握影

视企业需求，极具针对性地制定出台系列影视政策。北

京市各部门联动，通过政策集成、综合施策，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助推北京影视实现稳中有升，具体包括：

一是在全国率先设立影视出版创作基金。2016 至

2017 年，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共扶持 202 个影视项

目，累计扶持资金达2.62亿元。扶持制作的电影作品《战

狼2》《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英

伦对决》《羞羞的铁拳》，电视作品《平凡的世界》《情

暖四合院》《深海利剑》《最美的青春》《大西山》等，

网络视听作品《法医秦明》《最美中国》《了不起的匠人》

等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二是完善多厅影院建设补贴政策。2017 年 12 月，

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台了新版《北京市多厅影院建设补

贴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将科学合理布局五环路以

内影院建设，重点鼓励和支持在五环路以外的乡镇影院

建设，鼓励和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商业和仓储改建影院

和老旧影院改扩建为多厅影院，鼓励和支持北京城市副

中心影院建设，鼓励和支持高新格式影院建设，对采用

IMAX、中国巨幕、4D和杜比全景声等高新技术的影厅

给予补贴。

三是出台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将对影院设

备更新改造、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重点制片基地建设

发展、优秀国产影片制作、发行和放映和具有文化特色、

艺术创新影片的发行和放映等予以资助。

四是全国首家出台提升广播影视业国际传播力奖励

扶持政策。对广播影视企业从事节目译制、版权输出和

国际传播平台建设予以资助和扶持。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董殿毅解读

了《北京市实施文创产业“投贷奖”联动推动文化金融

融合发展管理办法》，针对初创企业拟推出“房租通”，

实施房租奖励；针对成长型企业推出“融资通”，也就是“投

贷奖”，便捷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针对

成熟企业，拟推出“上市通”，打通文创企业上市通道。

北京银行文化金融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文创金融

事业总部总经理徐毛毛表示，近年来，在市广电局、市

文资办等相关单位的支持与指导下，截至今年 3月末，

北京银行影视行业表内贷款余额超过 60 亿，仅 2017

年为影视类企业发放贷款超过 40 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过 50%，在模式、体制、产品等多方面取得创新突破，

具体包括：

一是文创融入京行血液，形成北京银行文创基因。

总行层面战略升级，成立由董事长任组长的文化金融领

导小组，成立文创金融事业总部，同时成立两家文创专

营支行，北京地区文创特色支行达到 17家。

二是影视特色创新贯穿始终，形成差异化服务流程。

创新为影视企业提供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小微影视企业

“融资难”提供“文创信保贷”“文创普惠贷”等标准

化产品，围绕影视企业“融资贵”，提供“网速贷”、

无还本续贷“永续贷”产品，同时为各类文创企业提供“文

化 IP 通”“文租贷”“投贷通”等多种产品；打造首家

文创信贷工厂，提高审批效率；创新设立首家银行系创

客中心，实现“创业孵化+股权投资+债券融资”一体

化服务模式。

三是围绕政策布局合作，开启影视创新服务新征程。

结合广电局、文资办等机构出台的政策，北京银行与政

府有关部门联动，加大影视企业支持力度，搭建政银合

作沟通平台。

四是携手影视企业共成长，彰显北京银行服务特色。

支持包括博纳影业、创世星、春秋时代、东阳盟将威、

儒意欣欣、光线传媒、华录百纳、新丽传媒等高成长影

视企业，推动制作发行了包括《战狼 2》《建军大业》

《湄公河行动》《摔跤吧！爸爸》《我的前半生》《北

平无战事》《狼图腾》《北京遇上西雅图》《龙门飞甲》

《智取威虎山》《青云志》《一仆二主》《如懿传》《金

水桥边》《火线三兄弟》《黄金时代》《白鹿原》《辣

妈正传》《北京爱情故事》等一批现象级好片好剧；为

万达电影院线、耀莱院线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支持其

院线建设。北京银行凭借文化金融的优秀业绩，获得北

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影视出版产业最佳服务银行”

荣誉称号。

在随后的记者提问环节，针对北京影院布局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表示，

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内，通过中央的统一部署，会加

快远郊区的影院建设，实现农村地区乡镇影院全覆盖，

实现城六区的两公里“影院圈”，为市民观影提供便利。

“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全市影院达到 300 家，平

均每 7万人一家影院，目前是平均 9万人一家影院；银

幕争取达到 2200 块左右，比目前增加大约 700 块，平

均 1万人一块银幕，目前是 1.5 万人一块银幕。”

胡东还表示，在特色化方面，要大力发展“人民院线”

（国家部委提出的以放映主旋律国产片为主的院线）以

及刚刚在北影节成立的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放映文

艺片、戏曲片等），还要规范现在发展迅猛的“点播影

院”的建设和管理，争取实现“三个两百”的目标，即“人

民院线”布局规模达到 200 家，首都艺术影厅联盟达到

200 个影厅，以及建设和规范“点播影院”200 家，以

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的观影需求，也为多类型、多题材

的影片提供市场保障。

针对优秀的影视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胡东表示，

今年首次设立了北京市提升广播影视业国际传播力奖励

扶持专项资金项目，主要用于广播影视节目的对外传播

译制、版权输出和广播影视国际传播平台建设。要积极

建设国际传播项目部，建设广播影视企业的海外版权部，

降低海外版权的交易成本，为广播影视版权的海外转让

提供具有信息交汇、交易促成和监督管理功能的版权平

台。此外，还要搞一些“走出去”的文化交流品牌活动，

比如这几年一直在推的“北京优秀影视剧海外展播季”，

目前已经成功运作多年，在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

非洲、南美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

                                         文 / 本报记者 庞可欣

北京影视政策解读发布会 
助推北京影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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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恩·凯兹梅利克
好的电影会撩动你的心弦

足够的努力和一点小运气

对于所有电影人和影迷来说，奥斯卡具有无与伦比

的吸引力，所以我们的话题也从《寻找梦幻岛》展开。

詹恩·凯兹梅利克对于捧得奥斯卡奖杯的心得是：“当

你做一件事足够努力的时候，再加上一点小运气，奖自

然就来了。”

24岁时，詹恩·凯兹梅利克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至今已经 41 年。在这期间，他一直在尝试变化，不论

是音乐的类型还是音乐的主题，从不放弃探索。将詹恩

1977 年的音乐和 2018 年的音乐放在一起，你不会相

信是出自同一个人。

他自己喜欢这种变化，因为“变化是好的，新鲜感

是好的”。

詹恩的早期音乐带着探索精神，你能感觉到一个年

轻人，开心地在乐谱上谱写着他的旋律。他总是爱即兴

创作，完全掌控自己的专辑，对于詹恩来说，那是他音

乐生涯中完全自由的时代。

从三十多岁开始，詹恩接触了电影音乐，“我爱电

影音乐，爱它的所有，包括它给我的‘镣铐’。这‘镣铐’

是一种牵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恩赐。对于一个音乐创作

者来说，写电影音乐意味着你要尊重影片的界限，所有

的音乐要在整体框架内制作，不能独立于其外。但你要

学会在这界限之中，找到你自己的声音”。

现在的詹恩越来越喜欢写音乐会散曲，在波兰的国

家音乐节上，他被委托为音乐会谱写旋律，他自己也很

享受这一过程。

我们常说“不忘初心”，詹恩音乐中也有从未改变

过的东西，那就是精致的细节：“我希望我的音乐中，

始终含有非常精细的、亲密的元素，能打动一些人的心。”

打动人心的就是好电影

         在电影节，评判一部电影是评委的职责所在，同时

这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提到评判电影的标准，詹恩觉

得这是很复杂的，涉及电影的故事情节、镜头的移动、

优秀的表演等等，评判要素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

只有所有要素都组合得非常完美时，你才会觉得这部电

影是好的。“从个人来说，这部电影以好的方式影响了

我的想法、震撼了我的心，这就是一部好电影。”

     本届北影节“天坛奖”入围的电影有 15部，詹恩说

从15部中选出1部最佳真的很难，“电影不像体育运动，

比如跳远，运动员跳了两米就是两米，又比如赛跑，最

快的就是冠军。也许我心目中最好的电影，在别人心中 

詹恩·凯兹梅利克来自波兰，
是本届北影节“天坛奖”的评委之一。
早在 2004 年，他就凭借《寻找梦
幻岛》中清澈的音乐，斩获了奥斯
卡最佳配乐奖。当你看到他的眼睛
时，你就会明白，他为何能作出如
此纯真的音乐。

却不是，所以我们才需要评委会，得票最多的那部就是

最后的胜利者。”

北影节对我来说
像一次探险
詹恩在音乐领域不停地尝试新事物，对待生活中的

其他事物也一样，因为他的灵感就来自于探索。

詹恩坦言，他喜欢通过到世界不同的城市出差来获

取灵感，也喜欢在人群中寻找灵感。周末他会走到大街

上，“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我会觉得地球上有这么多人，

他们都是我的听众，有时灵感就这样来了”。

无疑，北影节也是他的一次冒险。这是他第一次来

到中国，他喜欢中国，想更加了解中国，同时这里也有

他喜欢的电影，“北影节是一项非常棒的活动，不只是

对中国电影或波兰电影，对全世界的电影都有着积极的

影响”。

在谈到中国电影时，詹恩认为，中国电影对世界电

影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持续地增长。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电影工业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他

期待着看到中国更多优秀的本土电影以及和其他国家合

作的电影。                            采写 / 本报记者 庞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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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亲近角色

在国内，卡林·皮特·内策尔的名字也许只有资深

影迷才会知道，但在国际上，他已在各大电影节上大放

异彩。2003 年，卡林凭借处女作《玛利亚》提名洛迦

诺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十年后，他的《孩童姿势》一举

夺得第 6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2017 年，卡林的《安

娜，我的爱》再次入围柏林电影节并获得杰出艺术贡献

银熊奖，足见他的作品水准。

卡林·皮特·内策尔的电影，都在讲述人与人的关系，

以及探讨这种关系的成因。看他的电影，你会深切感受

到导演的认真，他总是不停地进行反思、追问。同时他

对原生家庭的解析也足够透彻，他将镜头聚焦在儿童身

上，让观众审视这个家庭的受害者将如何成长。

在被问及为何多次使用手持摄影机时，卡林导演说：

“我想要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与角色离得更近，我的摄

影机甚至会近到快要撞到他们。”

认真对待电影

卡林·皮特·内策尔早就习惯了合拍片，他的每一

部电影都是合拍片，合作方包括法国、德国的电影公司。

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中国电影机构合作时，卡林导演非

常认真地表示愿意。同时他也表示，如果与地理位置相

隔遥远的国家合拍电影，将面对文化、经济和距离上的

困难。

卡林导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虽然有些好莱坞的

电影制作公司曾找他合作，主观上他也很喜欢这种机会，

身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
之一，罗马尼亚著名导演卡林·皮
特·内策尔以个性闻名。他的电影
有个性，风格鲜明，摄影手法独特，
且几乎从不使用配乐。卡林导演本
人更有个性，对于电影工业和拍摄
理念，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坚持。

卡林·皮特·内策尔
直率的电影导演

于那个故事是否精彩。”

在被问及对于奖项的评选标准时，他说：“我最看

重一部电影中的感情，而且是那种真实的感情。你在观

看电影时是否被它影响，以及当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

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是否还会回味起这部电影。”

作为评委会成员，卡林导演对北京国际电影节给予

了高度肯定：“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文化活动，同时对于

从事电影行业的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采写 / 本报记者 王思靓

但他对这种合作将带来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不

可能在罗马尼亚去写一部关于洛杉矶的电影。我必须先

去了解这个地方，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像个游

客一样去拍电影是不可能的。”

电影中的感情是重要的

在提及未来想要拍摄的影片时，卡林导演表示：“我

对于各种题材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拍摄与否直接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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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北京城事”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有一个
“专属”北京的子单元——“北京城事”。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在电影院里看
到儿时的美好回忆；不了解北京的朋
友，可以在银幕上领略旧时光里关于北
京城事的点点滴滴。

良且局气的，用《老炮儿》里六爷的话说就是“懂规矩”。

如果李慧泉活着，会不会就是后来的六爷，一样的

无奈，一样的落寞。

 当然，北京永远都不只是属于北京人的北京，它也

是属于异乡人的“北漂梦”。身为重庆人的张一白，就

用外来者的目光审视北京这座城市，拍摄了电影《开往

春天的地铁》，讲述两个异乡人在北京的爱情故事。

 他和她，大学刚毕业，手牵手一起来到这座大城市

打拼，稚嫩的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七年之后，他

失业了却不敢和她说，每天一圈又一圈的坐地铁，假装

一切都按部就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很多年后，张一白导演在评价这部电影时说道：“我

觉得这部电影只是用一种手法，把一批人和一代人对爱

情的迷茫表达了出来，所以引起了很多普通观众的共

鸣。”

 如果你错过了这趟《开往春天的地铁》，就不要再

错过“从你身边溜走的那个人”了。今年北影节上，伍

仕贤的《独自等待》以修复版重现银幕，这部经典的爱

情喜剧电影，既有地域风味又充满青年人的激情。

导演仅在北京生活三年便写出本片剧本，在他的镜

头下北京并没有美到哪儿去，但真实得动人。

 骑着自行车路过的红墙青瓦，被楼下大妈吵醒的清

晨，就着汽车尾气吃下的路边摊，空荡荡的地铁仿佛永

远不会装满人，漫天漫地的银杏叶铺满望不到头的柏油

路。这些电影充斥着北京人洒脱自信的生活状态，带你

领略平民百姓的烟火生活。

普希金曾经说过：“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

的怀恋。”

愿你在“北京城事”的展映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怀恋。

                                             文 / 本报记者 武烨

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八十年代的职工们，除了生

计最关心的就是住房问题。导演徐谷明和郑洞天把摄像

机搬到了北京机关大院的筒子楼里，以八十年代的住房

为题材拍成了《邻居》。

局促的空间，几代人蜗居在一居室里。楼道走廊里，

搭个灶台就是厨房，谁家炒个菜整层楼都是“人间烟火”。

厕所和澡堂都是公用的，邻里间经常互相干扰，毫无隐

私可言……

但就是这样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天天一起吃饭、

聊天，彼此照应。

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情感，好像也成为了专属

于那个年代的回忆。

同样是八十年代末，张暖忻导演的《北京，你早》

则把目光投向了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下青年男女的情感纠

葛。

一辆三门两段的红色大公共，慢慢悠悠晃荡而过，

迷迷瞪瞪的青年，幽深的胡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京味儿十足。

那时的公交车那么长，那时一辆车上有两个售票员，

那时清晨的长安街洒水车冲刷躁动后的寂寥，待到鸽哨

叫醒沉睡的北京城，一切重新开始。北京，你早。

有人说，这是他看过的描写北京最好的影像。

跟《北京，你早》一样，把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和

人民心态准确记录下来的，还有谢飞导演、姜文主演的

《本命年》。

红 T恤蓝牛仔大墨镜，满脸胶原蛋白的姜文，演绎

了一个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大男孩”——李慧泉。

他在二十四岁这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年龄，人生的

第二个本命年，依然迷茫，依然不务正业，依然觉得青

春不是很酷，而是很残酷。

那个年代的人，讲究胡同里的江湖义气，看重大杂

院里的发小情。那些看上去混不吝的小伙儿，内心是善

《邻居》剧照

《开往春天的地铁》剧照

《独自等待》剧照

《本命年》剧照



2015 年，毕赣凭借着一部《路边野餐》斩获了洛

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奖，以及台

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毕赣的这部电影处女作，

没有任何知名演员，却成为了 2016 年国内上映的影片

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影片讲述了贵州凯里的乡村医生陈升，为了完成母

亲的遗愿前往镇远县城寻找侄子，顺便为诊所的老太太

带东西给她过去的情人的故事。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叫

作荡麦的小镇。

本片的许多故事情节与人物设置来源于毕赣真实的

所见所闻。片中主人公陈升的扮演者陈永忠是毕赣的小

姑父，也是故事角色的灵感来源。小姑父曾经坐过牢，

混迹黑社会，与旁人对此鄙夷的态度不同，毕赣对小姑

父的这些经历很感兴趣。在他心中，小姑父就像武侠小

说中的形象，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人物。所以，他以小

姑父为原型创造了陈升这个角色。

毕赣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艺术创作者。他毕业于山西

的一所专科学校，在校期间拍摄过一些不满意的作品。

毕业后他曾经做过加油站工人，受到“加油”两个字的

鼓舞，又重新为了电影梦想而拼搏。拍摄《路边野餐》时，

由于资金短缺，剧组人员常常身兼数职。就是在这种艰

苦的条件下，一部艺术实验佳作诞生了。

《路边野餐》的实验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便是拍

摄手法。42分钟的长镜头为人称道。在被问及拍摄这个

经典长镜头的原因时，毕赣导演回答道：“我觉得时间就

像一只隐形的鸟，我能碰到它，看到它，但我怎么能让别

人也看到它呢？首先我要用一个笼子把它装在里面，这个

笼子就是长镜头的段落，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和空间。”

故事的拍摄地选择了一个大众较少认知的地点，贵

州的黔东南。与众不同的贵州乡村中，蔓延着大片大片

具有神秘感的绿色，增强了影片的实验性。

但是，《路边野餐》在实验性上真正的突破并不在

于形式，而是在所讲述的内容。这是一个现实与幻想交

替、时间与空间交替、过去与未来交替的故事。这像极

了拉美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如马尔克斯《百年

孤独》中大大小小的时间怪圈。在《路边野餐》中，就

存在着类似的时间怪圈，比如影片中陈升在荡麦遇见了

已故的妻子。时间是非线性的，人物也并非都是真实的。

这些人，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幻想中的，抑或是人

格分裂出来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这部影片文本的特质，也让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

进行解读。这种强烈的可解读性来自于叙事的留白与表

达的模糊，给观众留下了很多解读空间，也使得影片的

艺术性更加强烈。

影片中常常出现钟、表这个意象，粉笔画在墙上的钟、

孩子手臂上画的表、运煤火车车厢上画的时钟，随着人、

物的前行，钟表的指针反而呈现出逆向行走的样子，这

都暗示着对时间不可逆性的打破。

《路边野餐》是华语电影中难得的艺术佳作，这部

电影只有几十万的成本，却完成了最为大胆的当代艺术

探索。42分钟的长镜头、无专业演员的阵容、没有明确

剧情的叙事——一部具有试验性质的、崭新的电影由此

诞生。在形式与内容双双打破常规的同时，影片还具有

着东方式的美感与独特的宁静感。

这部影片正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进行展映，

去看吧，这是一个不会让你后悔的选择。

文 /本报记者 张鑫宇

——绝不只是炫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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