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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胡东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电影

市场签约仪式不仅为电影行业跨产业合作和资源整合提

供了平台，更成为提升文化自信、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重

要窗口，充分肯定了电影市场的工作成果。

中影股份7个项目
签约额高达50亿

在今年的签约仪式上，中影股份一共签约了 7个项目，

金额总计 50 亿元。其中由中影股份主导的“杭州中国电

影城项目合作意向”，将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国际电影文化

交流胜地，仅一期投资就高达 42.6 亿元。

此外，中影股份电影制片分公司还与永旭良辰、AAA

集团成功签约合拍影片《签证》，与峨影集团、咪咕科技

成功签约由三方联合投资拍摄的影片《熊猫小丸子》，并

与海墨文化达成深度合作、与霍尔果斯佰安影业签订为

期三年的框架协议，与金逸达成全面激光化升级合作，联

4 月 20 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共吸引来自国内外 220
家影视公司和机构注册报名，创投项目达到 722 个。电影市场活动期间举行了 4 场行业对话，30 场特约活动，最终，来自 79 家企业
的 38 个项目成功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达到 260.825 亿元，同比增长约 49%。至此，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的签约已经连续五年

突破百亿，今年还首次突破二百亿大关，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累计签约额更是突破千亿，达到了 1010.36 亿元。

破纪录！260.825亿元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额

手橙色果实和霍尔果斯永旭影业合作成立“中影影视经

纪人培训班”。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与西班牙的合作

关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签约仪式现场，

定军山影业有限公司、甘肃中贸伟业文化投资管理集团、

北京英田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同西班牙制片人华

金·佩雷斯·马特奥携手，达成了 5 部动画电影《自行

车总动员 1&2》《里波的星球》《尼诺人》《海盗》的

合作签约，签约总金额约 6 亿元，开启了中国和西班牙

电影交流与合作前所未有的新篇章。

本次签约仪式还发布了 5 项基金，其中“之江文化旅

游产业基金”与“东太湖国际影视文化产业基地 - 东太湖

影视文化产业基金”两大基金的签约倍受瞩目。前者是由

东海电影集团主导的文旅基金，将对文化、旅游、影视三

大领域进行整体布局和持续投资，打造代表国家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世界品牌。后者则由“雏菊机构”“共

生联盟”与“苏州太湖新城吴江管委会”携手发布，着力

推动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星际互娱与国韵文化就“超级系列 IP 可视化剧本创

作与发行推广、国外优质版权投资咨询与孵化”达成合作

意向，签约金额 1.5 亿元，两大公司强强联手，共建中国

动漫超级 IP。

重点项目签约结束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北

京市版权局局长）、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

秘书长杨烁宣布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额并

就今年电影市场的各项工作进行总结。他表示，随着签约

额的逐年增长，真正让人体会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腾飞，

电影产业走向百花齐放的时代。

招商展会
精彩纷呈引人注目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项目签约额每年都在大幅增长，项

目内容也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本届电影市场立足电影产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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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以“展示 · 推介 · 交易 · 交流”为主题，开

展了招商展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特约活动、签约仪式

五大版块活动，无缝覆盖了电影全产业链。

今年招商展会以展示带动交易，以交流促成合作，继

续以打造“电影要素交易平台”为核心，立足国内外电影

市场的切实需求，有针对性地邀请更多国内外重点展商参

与，促进行业内版权、合作、合拍等全面的交流与合作，覆

盖中外电影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招商展会共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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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影视公司和机构共 209 家，其中国际展商来自格

鲁吉亚、加拿大、波兰、澳大利亚、乌克兰、以色列、蒙古

等国。来自全球各地的展商汇集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

场招商展会，不仅体现了中国电影不断提升的海外影响力，

更促进了国内外影视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亚洲最活跃的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北京国际电影

节电影市场每年都吸引众多影视机构和企业专程前来进

行交流和洽谈。从展商类别来看，今年制片公司仍然占据

主流，约为 30.9%；版权销售与代理类型的公司呈现增

长趋势，约占 13.5%；此外，今年影视科技公司和影视技

术公司及企业占比 9.5%, 传营销类企业和机构占比约为

7.9%，发行公司占到 8.3%，法律服务占 2.6%，其余为

27.3%。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正在成为全球电影交易市

场中最活跃的版块，这个版块也在为全球电影市场做出独

属于中国的贡献。

高峰对话
探索中国电影新格局

行业对话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为从业者提供

的一个思想碰撞、分享新知的平台。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

电影市场最具前瞻性的交流平台，行业对话结合每年行业

最新发展态势，关注热点话题，探讨前沿趋势，成功塑造

了“行业风向标”的品牌形象。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在两天时间内集中举

办了四场行业高峰对话，既有探讨类型电影开发与创作的

“中国电影编剧研讨会”，也有思考如何完善新导演扶植

体系，建立高标准工业化电影道路的“匠心传承·行业对话”。

在后者研讨会上，主办方邀请了业内资深专家陈洪伟、窦

黎黎、付佳、王易冰、吴妍妍等深入探讨和分析当今影视

业在挖掘和扶持青年导演方面的心得经验。

伴随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发展，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

正在蓬勃生长，市场目光也越来越多地转向青年导演的

挖掘和培养上，各种新导演计划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批

老导演“传帮带”新导演，一批新导演勇于开拓、善于

创新的可喜局面，大量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作品也随之诞生。经过几年的积淀

与发酵，新导演创作生存现状如何，新导演扶植计划还

存在哪些问题，中国电影市场如何建立健康而完善的新

导演扶植体系，保持电影创作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推

出优质内容，这些话题都引起电影节的深刻关注。与之

相呼应的是电影市场另一个版块——特约活动。本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一共安排了 30 场特约活动，其中首日进行

了11场，主题涵盖影视工业化、国际影视合作、戏曲电影、

动画电影、视觉特效等，表现形式新颖、活动内容丰富。在

由北京新片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NEW IDEA”新

一代互联网影视营销论坛上，倡导用互联网思维宣发网

生内容，全新的营销理念和宣发思路给从业者提供了很

大的启发。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特约活动版块将会继续参照

国际成功电影节标准，在满足国内外电影机构及公司对

自身品牌、业务及项目宣传需求的同时，积极整合行业

资源，提供涵盖项目路演、企业发布、沙龙活动在内的

多元化解决方案，为各参与方的深度市场开发及合作提

供平台。

项目创投打造极具影响力的
项目孵化扶持平台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累计征集

项目 722 个，创北京国际电影节历届项目创投申报作

品数量新高。从征集的情况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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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创投交易平台”是电影市场两大平台之一，

项目创投致力于为优质电影项目打造一个集投资、制作、

营销、宣发于一体的综合交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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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

项目创投多年来持续挖掘、扶持有潜力的华语电影项目，

已经成为全球华语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影孵化平台，与

“电影要素交易平台”一起，成为电影市场版块的有力

支撑。

本届项目创投的申报作品类型丰富，包括剧情类、

爱情类、悬疑惊悚犯罪类、喜剧类等。作品数量排名

前三的类型阵营与去年相比有较大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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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也反映出了未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趋势。

今年的项目创投经过严格的评选，共有 20 个优秀

项目入围，这些项目充分体现出了电影市场所追求的创

新理念。其中 10 个项目进入终审路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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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10 个优秀创投项目也进入了项目创投洽谈

环节，分别是：《爱比死更冷》、《哈日夫》《空白》《恋

恋太平洋》《名校》《女孩大无畏》《时差少女》《托梦》

《五骨丰登》《再见猫城》。

回望往年从项目创投平台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

如《我的特工爷爷》《点对点》《大鱼海棠》《喊·山》

《滚蛋吧！肿瘤君》，这些影片，在票房及口碑方面的

表现都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绩，相信今年获得奖励的优

秀项目，也可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焕发出生机，为中国

电影的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

优秀成绩的背后
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签约获得的可喜成绩，

不仅仅是一次电影节活动策划组织的成功，更是与当前中

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紧密关联。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中国电影总票房达 559 亿元，市场规模世界第二，银幕总

数全球第一。总票房同比增长 13.45%，增长率远超全球

其他国家。这其中，国产电影占据 301 亿元，占票房总额

的近 54%。主旋律影片《战狼 2》以56.8亿元票房登顶；《冈

仁波齐》《七十七天》《二十二》等文艺片和纪录片也取

得了罕见的过亿票房成绩，成为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亮点。

2018 年是《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的一年，

通过宽松的政策环境，合理的资源配给，开放的海外合

作，中国电影的产业链得到不断完善，产业活力得到极

大释放。

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北京电影产业结合

首都优质资源，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成果。北京市新闻出

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在介绍北京电影产业发展成果时提

到，“2017年，北京影市进入理性增长期，‘电影质量促

进年’取得实质性成果，多题材、多类型、多样化的创作

格局得到巩固，中国电影新生力量成长壮大。”

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发展，吸引了海外电影人和投资

者的目光。近三年，中外合拍片每年备案立项的都在 80

部以上，越来越多的国际电影人与中国展开各种形式的合

作。不仅如此，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也备受青睐。2017 年，

国产电影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 42.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了 11.19%。其中，《战狼 2》在 30 个国家和地区、50 多

个城市、40 多条院线同步上映，在新西兰和澳洲创造了

近十年来的华语影片票房纪录，以 760 万美元的成绩成

为年度海外发行票房冠军。

中国电影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为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

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发挥着显著作用。

北京国际电影节
助推中国电影迸发全新活力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与前几届相比，更加

国际化，更加多元化。电影节盛邀国内外电影业界同行共

享资源，互惠互利，一同搭建世界电影产业要素聚合平台，

共话发展，共赢未来。

电影市场签约成果表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

单元成功激发了电影产业的市场活力，丰富的创投项目也

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单元多年来广泛吸收中外

重点企业、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制片人、发行商，通过展商

展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市场放映等活动，着力构建电

影要素、项目创投、电影版权交易平台，有力促进了电影

产业的发展。

在这个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四月里，第八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继续用新思路、新方法，点燃中国电影的新希望、

新热点，不仅为业内人士以及热爱电影的人士提供了一个

交流、沟通的机会，更是为电影产业合作和资源整合提供

了一个尖端的平台，助力中国电影市场持续蓬勃发展，引

领中国文化艺术产业走向繁荣。

文 / 本报记者 杨帆 陈之鑫

（上接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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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ril 20th, the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for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ok place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Hotel.The current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attracted a total of 220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register and th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reached 722. Four industry dialogues and 30 special 
events were held during the film market event. In the end, 38 projects from 79 companies successfully reached sign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total amount reaching RMB 26.058 billion, an increase of approximately 49% year-on-year. At this point, the signing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movie market has exceeded 10 billion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This year it also exceeded the 
20 billion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umulative value of the film market in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exceeded 100 

billion yuan, reaching 101.036 billion yuan. 

Hu D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Press,Publication,Radio,Film and Television, 

executive vic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ddressed the ceremony. He said that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film market not only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the film industry.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fully affirm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ilm market.

7 Projects of China Film Group 
Corporation signed up to 5 billion

At this year's signing ceremony, China Yingying 

has signed a total of 7 projects with a total amount of 5 

billion yuan. Among them, the “Intent for Cooperation of 

Projects in Hangzhou China Film City” led by China Films 

Shares will create a world-class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destin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lms, with an investment of 

4.26 billion yuan in only one phase.

In addition, China Film Film Production Co., Ltd. also 

successfully signed a co-production film “Visa” with 

Yong Xu Liangchen and AAA Group, and successfully 

signed the “Panda Couscous” film produced by the 

tripartite joint investment with Yingying Group and Miyi 

Technology. Haimo Culture reached in-depth cooperation, 

signed a three-year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Khorgos 

Diane Films, reached a comprehensive laser upgrade 

cooperation with Jinyi, and teamed up with Orange Fruits 

and Horgos Yongxu Film Industry to establish "China 

Films" Film and Television Broker Training Course."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background,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Spai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r,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een splendid. At the 

signing ceremony, Ding Jun Shan Film Industry Co., Ltd., 

Gansu Zhongmao Weiye Culture Investment Management 

Group, and Beijing Infield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panish producer Joaquin Perez 

Matteo,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has completed the signing 

of five animated films "Bicycle 1 & 2", "Libo's Planet", 

"Nino", and "Pirate". The total contracted amount of about 

600 million yuan has opened an unprecedented chapter 

in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Spanish films.

The signing ceremony also released five funds, 

including the "Zhijiang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Number of Signings at the Film 
Market Reaches New Heights 

Creating Fantastic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t BJIFF

Fund" and "East Lake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Industry Base - East Lake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Industry Fund," the two major funds signed by 

the attention. The former is a cultural and tourism fund 

led by Donghai Film Group. It will conduct overall layout 

and continuous investment in the three major areas of 

culture, tourism,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to create a world 

brand representing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latter was jointly launched by the 

"Daisies", "Symbiosis Alliance" and the "Suzhou Wuhu 

New City Wujiang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al industries.

Interstellar Entertainment and Guoyun Culture reached 

a cooperation on "Super Series IP Visual Script Writing 

and Distribution Promotion, Foreign High-quality Copyright 

Investment Consulting and Incubation" with a contracted 

amount of 150 million yuan. The two companies jointly 

built a Chinese animation Super IP.

After the signing of key projects,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Copyright Bureau), 

Vice Chairman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Secretary-General Yang Shuo 

announced the signing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A summary of all the work in this 

year's movie market. He said that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ignings, it truly made people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is taking off and the film 

industry is marching toward a flourishing era.

Eye-catching Film Market Exhibition 
Draw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he number of project signings at the Beij 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been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every year, covering more diversified and global projects. 

This edition of the BJIFF Film Market focuses on film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Film Market is centered around 

four major concepts: Showcase, Promotion,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and based on these concepts, it will hold 

Exhibition, Project Pitches, Industry Conversations, special 

Events & Activities and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covering the entire film industry chain. 

This year’s Exhibition promotes business transactions 

through projects showcase and facilitates cooper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continuing on building a “Film 

Elements Trading Platform.” Domestic and overseas 

exhibitors are invited with an additional focus on the 

specific needs of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promoting copyright collaborations,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covering every aspect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chain. 

This year’s BJIFF Film Market has attracted 220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ors, among which 

209 are overseas, from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Italy, Australia, Israel, Canada and Spain. 

Exhib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ather at the Film Market 

Exhibition, which not only show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ese cinema abroad, but also promot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film institutions. 

Exhib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athered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market investment 

exhibi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ever-increasing overseas 

influence of Chinese film, but also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lm and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As the most active international movie market in Asia,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film market attracts 

many film and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to come to exchange and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Judging from the types of exhibitors, this year's production 

companies still occupy the mainstream, about 30.9%; 

copyright sales and agency types of companies show 

an increase trend, accounting for 13.5%; in addition, this 

year's film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accounted for 9.5 %, marketing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accounted for about 7.9% of sales, issuing companies 

accounted for 8.3%, legal services accounted for 2.6%, 

and the remaining 27.3%.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market became the most active section of the global 

film trading market. This section is also making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China for the global film market.

Industry Conversations Explores New 
Patterns in Chinese Cinema

Industry Conversations has always been a significant 

platform in which industry insiders share and discuss new 

ideas. As a forward-look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conversations 

combin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side the film industry, 

focus on hot topics and discuss cutting-edge trends, 

successfully establishing it as a major industry leader. 

In two days, the Film Market hosted fou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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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meetings, including “Chinese Screenwriters’ 

Seminar,” which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genre films, and “Industry Conversations on 

the Legacy Artisan Spirit,” which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new ways to support young directors and forming higher 

film industry standards. In the latter discussion, renowned 

industry insiders like Chen Hongwei, Dou Lili, Fu Jia, Wang 

Yibing and Wu Hao engaged in an in-depth dialogue on 

the pains and gains of discovering and supporting young 

film talents. 

Project Pitches has also become a critical focus at the 

BJIFF.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lm market, 

a new force inside Chinese cinema is quickly emerging, 

which turns the market towards discovering and nurturing 

young directors.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programs that 

support new directors were initiated. Many new directors 

with the courage to innovate and explore new territories 

created outstanding new films with profound ideas, 

exquisite artistry and high production values. After a few 

years of hard work, many questions arise tha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Film Festival, for instance: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directors’ creative lives; 

what are the problems with the new directors’ programs; 

how to establish a healthy and working system of support 

for new directors, which can sustain the creative force 

inside Chinese cinema and keep pushing out new and 

high-quality content. As a featured section of BJIFF, the 

Project Pitches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all aspects of the film 

industry chain including film production, copyrights and co-

productions,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culture 

and economy. 

Another corresponding section at the Film Market is 

the Events & Activities. At this edition of BJIFF, 30 special 

events have been held. Events & Activities at the Film 

Market focuses on hot topics inside the industry, closely 

follow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internal strengths of the film industry.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Events 

&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ilm festivals. While satisfy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lm institutions for their branding, business 

and marketing demands, it will actively integrate industry 

resources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solutions for holding 

events such as picture roadshows, corporate launches and 

salon events, and offers a platform for in-depth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Project Pitches Creates a Highly 
Influential Project Incubation Platform

At the 8th BJIFF Project Pitches, a total of 722 

projects were submitted, the highe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ection. The submitted projects highlight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that the BJIFF Project Pitches plays in the 

pan-Chinese language regions,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project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regions. The Project Pitches has also attracted 

Chinese-language filmmakers from Malaysia, Singapore, 

America and France. 

The Project Pitches is one of the two major platforms 

of the BJIFF Film Market. The Project Pitches aims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trading platform, which integrates 

investment,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for 

high-quality movie projects. Here on this platform, selected 

outstanding movie projects will be fully aligned with 

the film industry, and eventually become excellent film 

projects with great market potential. For years, the BJIFF 

Project Pitches has kept discovering potential Chinese 

movie projects,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best film 

incubator for Chinese-language movies. Together with the 

Film Elements Trading Platform, the Project Pitches has 

become a crucial section the Film Market. 

The submissions for this year’s Project Pitches vary 

in genres, including drama, romance, thriller/crime, and 

comedy.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 top three film genres 

have changed. This year, the most popular genre is thriller/

crime; 154 film entries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accounting 

for 21% of the total submissions. The second most popular 

genre is drama. The platform has received 144 drama 

films, which accounts for 20% of the total film entries. 

However, the number of romance films, the top one genre 

last year, has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 Project Pitches 

has received 135 romance films, about 18.7% of the total 

number, making it the third most popular. About 15% of 

film entries are comedy and 111 comedy film projects 

have been received. The number of fantasy and sci-fi 

projects has increased steadily. 77 fantasy/sci-fi projects 

have been submitted, accounting for 11% of all the 

projects, while martial arts projects, this year’s highlight, 

account for 4%. Such changes reflect the new trend of the 

future Chinese film market. 

After thorough deliberation and review, 20 outstanding 

projects were selected to the review roadshow section. 

These projects fully reflect the innovative pursuit of the 

film market. Among them, 10 projects entered the final 

review roadshow section. They are: Killer Apps, Be Cold 

Be Warm, Fight Bug, Russet River, Summer Boy, Hunting 

Dog, Taroko, The Moon of South, Chill Pill, and Wilder. 

The remaining 10 projects also participated in talks at the 

Project Pitches. They are: The Freezing Cold Love, Black 

Boy, Blank, Ocean Love, Ivy, Girls From Nowhere, Parallel 

Girl, Nightmare, Five Bones, and The City of Cats.

Looking back at the excellent film projects that stood 

out from the Project Pitches platform, such as My Beloved 

Bodyguard, Dot 2 Dot, Big Fish & Begonia, Mountain 

Cry, and Go Away Mr. Tumor, we find that they have all 

received great reviews and gained box office successes. 

We believe that this year’s award-winning film projects 

will bring energy and vitality to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and help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 

Great Accomplishments Come from 
Vibran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contract-signing 

ceremony at the BJIFF Film Market, not only marks how 

the film festival has planned events successfully, but also 

reflects how such accomplishments are deeply connected 

to the vibran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In 2017, the total box office in China reached 55.9 billion 

yuan, making it the second biggest movie market in the 

world,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screens in the world.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the box office in China 

increased 13.45%. The growth rate far exceeded that 

of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total box office of 

Chinese movies reached 30.1 billion yuan, accounting 

for about 54% of the total box office. The commercial 

juggernaut Wolf Warrior 2, topped the box office with 

5.68 billion yuan. Art films and documentaries such as 

Paths of the Soul, Seventy-Seven Days, and Twenty-Two, 

also grossed over 100 billion yuan in box office and drew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s of 2018, the Film Industry Promotion Law has 

been officially implemented for a year. With relaxed 

policy positions, prope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pe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hina’s film industr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revitalized.

As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grows rapidly, the film 

industry in Beijing has utilized great resources in the capital 

city, and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While introduc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film industry in Beijing, Deputy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Hu Dong said, “In 2017, the 

film market in Beijing has entered a phase of steady 

growth. We have achieved a lot in ‘the Year of Promoting 

Film Quality.’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themes and genres is consolidated. The team of emerging 

Chinese film talents is growing.”

The vibra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market 

appeals to filmmakers and investors oversea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more than 80 Sino-foreign film co-productions 

have been entered into records at the Film Bureau every 

year.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filmmakers seek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a. Moreover, Chinese 

movies also draw more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2017, the overseas box office and international 

sales for Chinese movies reached 4.253 billion yuan, a 

11.19%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Particularly, Wolf 

Warrior 2 was released worldwide through 40 theater 

chains in over 50 cities in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set new box office records for Chinese-language movies 

released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Grossing 7.6 

million US dollars, it became the box office champion 

of overseas distribution of the year. Chinese films keep 

opening up overseas markets, encourag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and enhancing the global 

impact of Chinese cinema.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s

Compared to previous editions,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more inclusive and more 

diverse. The film festival invit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lm talents to share their resources for mutual benefit. 

Together, we can build a platform that welcomes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on which we can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envision the futur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contract signing at the 

film market shows that the BJIFF Film Market successfully 

reinvigorate the film industry, and that the diverse projects 

vitaliz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

For years, the BJIFF Film Market has extensively 

invited and welcome lead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nies, maj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jects,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By holding events like the 

Exhibition, Project Pitches, Industry Conversations and 

Market Screenings, and building platforms such as Film 

Elements, Project Pitches and Copyright Trading, the 

BJIFF Film Market has effectively and forcefu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industry.  

Spring returns, and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life 

again in April.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ontinues to adopt new ideas and new methods, to raise 

new hope and lead new trends. The film festival provide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for business insiders and movie 

lovers to communicate, but also a cutting-edge platform 

for film collabor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BJIFF 

promotes the vibran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and leads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industry to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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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小三娘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北京，对北京有怎样的印象？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北

京国际电影节。我昨天去了故宫，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可能是因为周末的原因吧，人非常多啊！我还去吃了烤

鸭，太好吃了！我都想好了，过两天我一定要尝尝炸酱面。

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感觉如何？

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我觉得

北影节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工作者，打开了一扇了解

中国和中国电影的窗口。因为此前大部分时间我主要在

好莱坞工作，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近年来以中国电影为

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好莱坞的影响日渐加深。借由此次参

加北影节的契机，我会全情投入到身处的氛围之中，感

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这对于我的事业来说也是一次

难能可贵的机会，因此我很珍惜。

你知道你因为哪部电影在中国吸粉无数吗？

是《海扁王》吗？

是的！你没猜错。

天呐，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时候我还只有 11 岁，

中国观众就喜欢我了吗？

是因为你在电影里特别酷，排练那些复杂的打斗动

作会不会很辛苦？

确实，从动作指导为我设计动作，到我自己一次次

反复练习，中间的辛苦就不提了，在此之间我把自己弄

伤过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可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某

一段动作戏的时候，会说“她可真酷啊”，但是训练的

过程一点都不酷，甚至枯燥得很。你要知道，对于一个

只有 10 岁出头的小孩来说，排练动作是特别无聊的。

当时我的准备工作就是学习动作再一遍遍排练动作，最

终看到成片里，自己完成了“超杀女”几乎全部的动作戏，

我还是挺自豪的。

受伤之后呢？还是要接着排练？

是不是很难相信，让那么小的我带伤上阵 ( 笑 ) ？

是这样的，本来我在排练的过程中，动作指导是要求我

专访科洛·莫瑞兹
2010 年，一部《海扁王》让童星科洛·莫瑞兹那张可爱中透着狠辣的萝莉脸，被世界
各地的观众深深记住。11 岁出道的科洛，到目前为止已经出演过不下 60 部电影，说她
是童星中的劳模一点都不为过。第一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超杀女”科洛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一盘烤鸭彻底征服了。

戴护具的，但是因为护具太重了，戴上之后我觉得行动

不便，所以就没有再戴，导致受伤的可能性就变高了。

特别是在练习耍刀的时候，我把自己割破了好多次。

那时候你真的是太拼了，当然现在也是。

哈哈哈你过奖啦！我一直相信勤奋出天才，是不是

没法反驳？

完全无法反驳你！那么你的动作指导在训练的过程

中是怎么帮到你的呢？

其实是成龙的成家班动作团队帮助和指导我训练的。

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吧，这些男孩教给我很多拍摄动作

戏的经验，比如用多大的力道完成动作，怎么保护好自

己别受伤等等，真的都是非常实用的经验。甚至直到现

在，我拍戏有时都会用上他们教给我的方法，所以我非

常感谢他们。

恐怖小天后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你在《雨果》中有过

合作的阿萨·巴特菲尔德，由他主演的《旅程尽头》入

围了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真的吗？太棒了！

你们两个在拍摄《雨果》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在片

场马丁·斯科塞斯是什么样的？会对你们要求很严格吗？

完全不会，马丁·斯科塞斯其实不是大多数观众想

象中那种非常严厉的导演，那时候我觉得他好像跟我们

一样，就是一个大小孩。他心态总是特别年轻，甚至你

会感觉到，他走到哪儿，就把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力带到

哪儿。能够参演由他执导的电影，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

次相当充实的经历，我想对于阿萨来说也是。直到现在，

我都能回忆起马丁在片场活力满满的样子。

《雨果》是一部充满童真与幻想的影片，但我注意

到在此之后，你拍摄了不少恐怖片和惊悚片，是什么导

致了这样的转变？

是的没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后来接了不少恐怖片，

这是因为我并不想被角色困住，我希望发掘自己身上更

多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是喜剧片、动作片，还是恐怖片、

惊悚片，甚至是电视剧，我都有所尝试，这样我在面对

机会的时候，就能保持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这对我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观众既认可《雨果》中的伊莎

贝尔，又肯定《生人勿进》里的艾比时，我都觉得非常

开心。

你在《生人勿进》中有一种纤弱的美感，甚至让人

仿佛忘了那是一部恐怖片。

是的，我甚至觉得《生人勿进》并不是一个恐怖的

故事，它是讲两个陌生的灵魂，因为孤独而互相吸引，

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你有没有经历过像艾比那种渴望获得他人理解的情

绪？

当然，那种对于理解、对于共鸣的极度渴望，我想

是很多人都在某个时期所经历过的渴望，而这种经历恰

恰让我在当时更能理解我的角色。而且在我看来，心灵

上的共鸣是一种无关性别、无关年龄，甚至无关语言是

否共通的情感，那是两个灵魂相互靠近时所产生的惺惺

相惜。正因如此，这种无需语言解释的理解才更加稀缺

而可贵。

“魔女”科洛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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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小甜心
你在《生人勿进》中饰演的是一个吸血鬼，和卢卡·瓜

达尼诺合作的《阴风阵阵》里，你是不是又要饰演一个

超自然生物？

哈哈哈！我可不该提前透露的，但是我感觉你已经

猜到了，没错，确实是的！在《阴风阵阵》里我的角色

和以往差距相当大，甚至看完整部电影，你要说没认出

我，我一点都不惊讶。我这样说是不是给了你不少期待？

答应我，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和你在《阴风阵阵》里搭戏的女演员们呢？她们的

角色也都很挑战自我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会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她们截然

不同的面目，十分挑战你对她们已有的认知。而且我们

在片场也很欢乐，比如你绝对不会想到，蒂尔达·斯文

顿居然是片场最活泼的那个人，搞笑得不得了，总时不

时给我们一个甜蜜暴击。经常是她看到我们，老远就喊

着，“宝贝儿，来抱一个”。而且和蒂尔达你可以想聊

什么就聊什么，天南海北没有她不知道的，我觉得她简

直是太了不起了。

除了《阴风阵阵》，你今年还有一部新作品《寡妇》

要上映对吗？

是的，《寡妇》已经拍完了，按计划今年年内就会上映。

是和伊莎贝尔·于佩尔一起合作的，这次经历实在是太

难得了，对我来说她完全就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她塑

造了那么多性格各异的角色，每一个都堪称经典，我真

的是特别佩服她。你有时甚至觉得，她在银幕上是闪着

光的，光是看她的电影，你都会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所以得知在这部电影里能够和伊莎贝尔合作时，我第一

反应是既惊又喜。

最后一个问题，你未来还有哪些计划？

这我还真没想好，我其实是不想让自己特别疲于奔命。

毕竟我现在才 21 岁，我不想过早地给自己制定某个目标，

按照某条道路按部就班地走。我现在正在计划自己担任

制片人，去制作一些电视剧或者网剧项目。我和我哥哥

还有做导演的打算，可能会拍一部恐怖片吧，当然这一

切还都在计划中，希望不会让喜欢我的观众失望就好。

采写 / 本报记者 齐彧

摄影 / 本报记者 魏浩然 

（上接 4 版）

明星天价“分手费”解约
背后的演艺经纪新发展

2006 年，尚雯婕与天娱解约案，据传被索赔 750 万元

2013 年，窦骁与新画面解约案，被判赔 300 万元

2016 年，蒋劲夫与唐人影视解约案，被判赔 200 万元

……

动辄百万的艺人解约赔偿额，与我国演艺经纪的发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下文化娱乐产业大发展的背

景下，铺天盖地的电视剧、电影、游戏、音乐、网大、网剧、

网综等娱乐产品让人应接不暇。我国娱乐行业人才的稀缺

使得经纪公司为了挖掘、培养、留住“流量明星”使尽

了浑身解数，尽管如此，娱乐圈还是有数不尽的解约风波。

在内地的“经纪约”中，艺人的演艺事业往往由经纪公司

主导，艺人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法律定性上，这种“经

纪约”一般是经纪公司与艺人签订的具有多种性质法律

关系的综合性合同：首先，经纪公司有权代表艺人安排、

接洽、商谈并签署一切与艺人演艺工作事宜相关的合同，

具有委托代理的性质；其次，经纪公司为艺人的演艺活

动争取演出机会、安排媒体报道及推广，具有居间的性质；

再次，经纪公司要求艺人遵守工作安排、服从其管理规

定等，则具有雇佣的性质……因此，演艺经纪合同是具

有委托、居间、劳动关系等性质的复合型合同，要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不同条文加以适用。

现如今，艺人工作室已不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艺

人工作室”与传统的“经纪约”不同，它通常以“艺人”

为主导，由助理、宣传、经纪等工作人员分工配合。在

组织形式上，艺人工作室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有限责任

公司，个人独资企业需要作为投资人的艺人对外承担无

限责任，但其设立流程较为简单、成本较低；有限责任

公司则可以使艺人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

责任，有利于隔离法律风险。实践中，虽然艺人工作室

的数量与日俱增，但其设立的目的和形式不尽相同，有

些是经纪公司为节税之目的；有些是艺人为了长期事业

发展之追求而设立；还有些是为了参与影视项目的投资。

因此，“艺人工作室”与“经纪约”对于艺人来说

各有利弊，二者无法相互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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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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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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委吴曼玲
作为颁奖嘉宾，为影片《目视朱丽叶》《克洛多娃》《黑暗之风》颁发了入围证书。

“天坛奖”三部入围影片
举办新闻发布会

《目视朱丽叶》
一场赛博格的爱情

入围影片《目视朱丽叶》发布会伊始，本片演员布朗特·安德鲁·斯凯格福特接受

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执委吴曼玲颁发的“入围证书”。

在谈到与导演基姆·阮合作的感受时，布朗特·安德鲁·斯凯格福特表示，导演基

姆是一位非常国际化的导演，“他在全世界不停地寻找可以拍成电影的好故事，在拍

摄现场也非常开放、包容，和演员经常进行沟通，让演员能自我塑造剧本中的角色”。

编剧兼导演基姆·阮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曾执导《战地巫师》《两个爱人和一

只熊》《迷离小镇》等。与生俱来的“国际属性”已经成了阮作品中的一个醒目标签，

他的镜头记录了北美、北极、非洲等地的悄然变化，故事讲述了人与人、心与心之间

的距离。

导演在本片中对人工智能、赛博格与人类之间的博弈这一主题发出了深层拷问：人

类与机器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人类是因为机器变得更先进还是退步了？

面对这样的疑问，布朗特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事物都有双面性，对于这部

电影来说，我认为它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科技的进步使沟通变得越来越便捷、

简单。”

《克洛多娃》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参加发布会的第二部电影是由罗伯塔·杜伦特执导的《克洛多娃》。克里斯朵·唐

娜·罗伯茨、阿曼达·阿凯姆等演员来到北京，出席了这场发布会。

《克洛多娃》讲述了在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原本生活在南非海岸科伊部落的少

女克洛多娃，却被她的叔叔送去和荷兰殖民者生活的故事。科伊文化与荷兰文化之间

冲突不断，克洛多娃被困于二者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翻译，同时也成为了这两种文

化的调解人。最终她为南非换来了和平，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这位悲剧女英雄颠沛

流离的一生促成了一个国家的崛起，也最终统一了曾经被割裂的民族精神。

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女主角克里斯朵·唐娜·罗伯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她说：

“因为关于克洛多娃的资料非常少，我阅读了很多相关的日记和书，了解到克洛多娃

讲的是他们科伊当地的语言，所以我跟很多掌握这门语言以及

了解克洛多娃和科伊部落的人聊了很多。”

随后，男配角欧内斯特·圣·克莱尔和女配角罗莱恩·丹

尼尔也针对《克洛多娃》和各自的角色聊了聊自己的理解。

罗莱恩·丹尼尔说：“这个剧本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它是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我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角

色，她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能出演这个角色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

欧内斯特·圣·克莱尔同样是被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所吸

引，“我的角色在《克洛多娃》中，一方面是讲述一个爱情故事，

另一方面就是展现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它不仅仅是一段不为

人所知的历史，也蕴含了一种以克洛多娃为标签的文化。”

男主角阿曼达·阿凯谈了参演历史题材电影的感受。他说：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题材，所以对还原历史真实性的要求非常高，

毕竟这是四百多年前的历史了。我扮演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是

比较严肃的那种形象，但在责任背后，他作为一个人，也有自

己的情感。所以我在表演中要不断地在严肃与个性之间转换。”

本片导演罗伯塔·杜伦特是南非知名的电视、电影制作人。

同为女性的杜伦特为影片严肃的题材中，加入了一丝女性特有

的感性。在她的镜头下，克洛多娃不再只是南非的符号，更是

一名有血有肉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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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嗨！东盟——一带一路之东盟行》
发布仪式在京举行

4 月 20 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纪录片《嗨！东盟——一带一路之东盟行》发布仪式在北京电视台举行。菲律宾大使何塞·圣
地亚哥·罗马纳阁下、中国 - 东盟中心教育文化旅游部主任孔如梦女士、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李岭涛、东盟各国驻华使节，以及相关

国际组织与机构、相关合作伙伴出席了发布仪式。

旅游文化纪录片《嗨！东盟——一带一路之东盟行》由中国 - 东盟中心与北京电视

台联合出品，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部、总编室联合承制。该片是北京电视台首

部在海外拍摄的 4K 系列纪录片，也是中国首部东盟十国人文及风光 4K 全景纪录片。

发布会上首次播放了《嗨！东盟》“视觉篇”“发现篇”宣传片，从美景、美物以

及人物故事等不同角度，带给在场嘉宾新鲜而震撼的视觉体验。宣传片中美轮美奂的

景致以及真实细腻的故事，是创作团队历时十个月辛苦拍摄出来的，这些素材在发布

仪式上首次曝光，给在场来宾留下深刻印象。当天，有“小邓丽君”之称的泰国歌手

朗嘎拉姆现场倾情献唱了一曲《小城故事》。伴随着婉转曼妙的歌声，大屏幕上播放

着摄制组在东盟十国拍摄的“小城”画面，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同时，菲律宾大使何塞·圣地亚哥·罗马纳阁下、中国 - 东盟中心教育文化旅游部

主任孔如梦女士、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李岭涛、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主任严崴分别代

表东盟十国、中国 - 东盟中心以及北京电视台致辞，对《嗨！东盟》的拍摄进行了总结，

并对这部纪录片未来的播出给予了美好的祝愿。《嗨！东盟》总导演秦蕾还就该片的

创作思想、制作技术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请该片主创上台发表创作感言。制作团队

的其他成员也来到了现场，身着整齐划一的服装位列观众席，共同见证《嗨！东盟》

的正式发布。

《嗨！东盟》前往东盟十国拍摄，真实记录了东盟国家的风土人情，溯源“一带一

路”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共生，通过实地跟拍一个个发生在东盟人身

上有趣的生活片段，挖掘中国观众“熟悉中不熟悉”的故事，展现“东盟人的活法儿”

以及东盟国家的文化历史发展。该片是中国首次 4K 拍摄东盟十国全景的纪录片，同时

采用 8K 延时摄影技术记录实现时空变换。《嗨！东盟》已于 2017 年底完成了泰国、

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缅甸、柬埔寨、菲律宾的全部拍摄。

《嗨！东盟》全片六集，将打破国家界限，按“衣、食、住、行、购、生态”六个

主题结集，以“围观故事”的形式，全景呈现东盟国家人民的整体生活状态。目前本

片正在后期制作中，预计 2018 年播出。

纪录片《嗨！东盟》将作为一个开端、一个契机，为中国与东盟人民之间的交往提

供丰富的内容，为构建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积极贡献，并有望带来更多中国

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 

文 / 本报记者 庞可欣

《黑暗之风》
一部呼吁环境保护的作品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后一场入围影片发布会，是尼拉·马德哈·潘达执导的印度

影片《黑暗之风》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发布会。

对于此次来到中国，潘达表示非常感谢，“天坛奖”让他的作品来到了北京，并且

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黑暗之风》讲述了发生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一个叫马华的村庄的故事。马华曾以农

耕而闻名，然而如今生活在马华的人们已经忘记了雨水落在土壤上的气味。降水量的

不足造成了农民的贫穷，他们选择去向银行借钱，却陷入了债务危机。失明的父亲赫都

发现自己的儿子也被同样的压力威胁着。这部电影正是通过银行经理人和盲眼老人的契

约，讲述了两个家庭悲伤的故事，他们面对的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贫穷问题。

影片中没有艳丽的色调，大量使用长镜头和自然光，以严肃的叙述方式，为我们展

现了一个真正的印度村庄。导演明确点出了贫困和痛苦的原因——气候变化。一个家庭

忍受着干旱，而另一个家庭却遭受着飓风带来的洪水，他们悲剧的源头是天灾。这样的

天灾破坏了农业，让人陷入饥饿与贫困，夺去了人们的生命。

导演潘达的电影主题大多来自他对社会和身边生活的关注。气候变化、童工、教育、

艾滋、卫生、水资源问题和性别平等，这些都是他电影中的主题。2011 年，他执导拍

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我是卡拉姆》就揽获了 32 项国际奖项和一项本土大奖。

在发布会现场，他表示拍摄这部影片是为了唤起现代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与其他

关注社会性问题的电影相比，这是一部现代化题材的电影，讲述的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

在发生的事。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很多

极端现象发生。潘达说：“我经常说这部影片对这个时代非常重要，这是现代人类正面

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平衡了，这部电影就是讲一个盲人在这样环境下

如何生存。”

自 2006 年，导演潘达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而淹没印度村庄的问

题。5 年的时间里，他通过资料看到被淹的村庄由 2 个增加到 7 个。他再也忍受不住了，

决定通过电影给大家讲个故事，告诉全人类这里发生了什么，因为有些人就是不相信这

些灾难会发生。

至此，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发布会全部结束。15 部“天坛奖入围影片”

将于 4 月 22 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角逐十大奖项，最终花落谁家，让我们拭

目以待。

文 / 本报记者 庞可欣 许舒婷 武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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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专项基金

4 月 20 日下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基金会 - 吴天明青年专项基金 2018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中国电影
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国家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陆亮，天津高新区副主任王宗凯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在发布会上，基金会和联承星影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公布了 5 名优秀制片人名单，最后还公布了由著名主持人经纬参与制作的《心灵捕手》合作项目。

举办2018新闻发布会

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创立于 2014 年，是中国

电影基金会旗下唯一一个专门支持青年电影事业的公益

基金。该基金会秉承吴天明导演毕生为中国电影拼搏与

奉献的执着精神，搭设公益服务平台和青年电影人才培

育平台，并携手“看电影国际”，在戛纳电影节设立中

国馆。通过培育计划选出优秀制片人参加的“戛纳制片

人工作坊” 已历时三载，今年有 15 位优秀年轻制片人

脱颖而出。

陆亮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正在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

强国的征途上迈进，只有得到青年力量的支持，中国电

影才得以实现飞跃。陆亮希望通过吴天明专项基金的设

立，为培养青年电影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青年

强则中国电影强”的电影梦。

张丕民在致辞中首先阐述了基金设立的初衷。“吴天

明在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时，曾挖掘了如陈凯歌、张

艺谋、黄建新、田壮壮等多位优秀导演。基金的创立不

仅是为了纪念吴天明导演，也是为了扶持年轻导演、编剧、

制片人。四年来，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取得的成果

有目共睹，影响力逐渐扩大。”在致辞最后，他呼吁全

社会为培养中国电影人才、打造电影强国共同奋斗。

发布会上，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阎晓

明和著名制片人焦雄屏，为入围“2018 青年制片人培

育计划”的 15 位年轻制片人颁发证书并进行评述。随后，

焦雄屏还与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北京电

影学院副校长俞剑红，以及著名制片人林炳坤，出品人、

制片人、著名演员梁静，为最终脱颖而出奔赴“戛纳制

片人工作坊”学习的 5 位制片人颁发证书，并给予祝福。

发布会最后，专项基金还与联成星影业有限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并签署协议。联承星影业将为专项基金提

供宣发支持，支持从基金平台上选出的青年电影人的作

品，共同为扶植中国青年电影事业蓄力。著名主持人经

纬也通过视频表达了问候，由其制作的《心灵捕手》节

目在宣传方面将会对专项基金支持的青年人给予帮助。

联承星影业董事姜茜雅，联承星影院总经理贺文进

以及《看电影》杂志出版人、北京大鱼互动网络有限公

司总裁三木，吴天明之女吴妍妍等嘉宾也出席了此次发

布会。

文 / 本报记者 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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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电影市场特约活动已于昨日圆满
结束。特约活动紧贴产业热点，主题
丰富多元，不仅涵盖 IP 研发及衍生、
影视工业化、数据洞察等近年持续热
门话题，也有网络影视发展、中国电
影“走出去”、国际影视合作、影视
金融、特效技术等议题，呈现出新的
讨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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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童心冲击成年世界
四部伟大的定格动画

长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无论你愿意与否，成年、老去，都是每个人一生中无法避免的事情。
最近几年人们常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但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如山的压力，最不容易的反倒不是“成年”，
而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保持一颗“童心”。许多人喜欢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高高在上地嘲笑动画片是如何的幼稚。但童心，恰是一

个成年人身上最宝贵的特质。
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国别单元”以及“焦点影人”单元，我们就能够看到四部优秀的定格动画电影：《捷克的四季》《捷克古老传说》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以及《犬之岛》。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些看似笨拙的木偶角色们，是如何迸发出比真正的人类还要鲜活的生命力的。

尽管“捷克”这两个字并不常常出现在主流电影观

众的视野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漫长的电影发展史中，

捷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及推动者。

被影迷称为“东欧迪士尼”的捷克动画大师伊里·特

恩卡，初中时代由于受到美术老师的影响对木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并练就了雕刻木偶的好手艺。

1947 年，特恩卡制作的《捷克的四季》用六段具有

鲜明捷克特色的故事，搭配捷克传统民谣，生动有趣地

向观众展示了捷克的传统习俗和民间传说，俨然一幅捷

克风俗画卷。

该片在 1947 年获得第九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国际动

画电影大奖，随后在 1953 年，捷克政府委任特恩卡根

据古老的捷克民族传说制作一部动画长片，于是《捷克

古老传说》问世了。

《捷克古老传说》是一个涉及到众多人物的复杂故

事。出神入化的人物塑造，标志性的场景设计，灯光、

摄影的出色配合，精彩的故事，使得这部电影在动画发

展历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尽管定格动画电影在其 111 年的发展史中并没有产

生过重大的变革，但热爱这一独特表现形式的电影人们

却总是能持续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动画界似乎已经是 3D 动画

的天下，定格动画在许多观众心中甚至成为了“老古董”

的代名词。就在这时候，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用他的

定格动画，狠狠地给这些观众脸上来了一拳。

2009 年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改编自儿童文学

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影片用一种异常轻快的

运镜方式，表现出狐狸一家对原始本性的渴望。

影片中狐狸先生与野狼遥遥相望的场景，不仅是导

演对艺术创作的感慨，亦是当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存

现状。我们骨子里的本性已经被上了锁，当我们看到那

些自由自在的、能够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人时，我们除

了遥望、离开，再无其他事可做，甚至我们无法向那自

由人靠近一步。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是羞怯。那自由

人不屑与我们对话，而他转身走远后，我们能做的，便

只有悻悻地回到我们的安乐窝中，静静躺好，望着天花

板，发散我们对自由的幻想。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一经推出，便被无数影迷奉

为神作，片中满溢的那种对规律生活的无情嘲讽，流淌

进了每一个感同身受的观众心中。

影迷看不过瘾，导演韦斯·安德森也没拍过瘾，于

是今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定格动画作品——《犬

之岛》。

这次，韦斯·安德森在对自我价值的深刻理解中，

融入了黑泽明式的影像风格，继续从动物的视角向人类

社会的价值观发起冲击。这个充满了温情的“治愈系”

童话故事备受影迷期待，日本与美洲的文化碰撞，或许

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四部伟大的定格动画电影，两代杰出的“定格动画

大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带来的这场“动画盛宴”，

一定可以让国内的影迷朋友们大饱眼福。

文 / 本报记者 陈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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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全片充斥着毫无逻辑的情节、对白，以及

假到令人发指的特效。但令人称奇的是，这么一部超级

“烂片”却赢得众多粉丝的追捧。不仅每年都会举办观

影活动，还被影迷们戏谑为“烂片之王”。追根溯源，

这一切都得从这部史诗级烂片的灵魂人物，导演兼男主

演托米·韦素说起。

《房间》是韦素导演的处女作。在这之前，他没有

任何电影拍摄经验。韦素的早年经历一直是个谜，有人

说他靠做生意起家，也有人说他是东欧的偷渡移民。唯

一能确定的是，《房间》600 万的投资，全是他自己掏

的腰包。

财大气粗的韦素为了圆“电影梦”不惜一掷千金。

当时，数字摄影机刚刚兴起，它比传统的胶片影像机更

轻，画质也更清晰。刚刚“入行”的韦素实在搞不清楚

二者的区别，索性两个全买。而当时即便是最顶尖的制

片厂，也只是租赁设备，因为一台摄影机，光造价就高

达数十万美元。

再现“烂片之王”是如何炼成的 
特效方面，根据剧本要求，片中有一场戏，场景设

置在天台，韦素却嗤之以鼻，执意要用绿幕完成，然而

最终呈现到大银幕上的，却是烂到掉渣的特效。

如此的桥段，比比皆是。

还有令人发指的毫无逻辑的对话。影片的剧本据说

有 500 页之长，但几乎所有的台词都以“Hi”打头，以

“That’s the idea”结尾。

除了台词，还有道具。片中最重要的道具——勺子，

几乎出现在了每个场景里。无论是角色家里的装饰画，

还是桌子上放的照片，几乎全都是勺子。而这个经典的

“勺子”梗，也成为了此片死忠粉的“致敬”方式。每

次放映后，他们都会扔出一把勺子，以示再一次完成了

看片“挑战”。

光吸引了众多死忠粉就已是奇迹，这部“魔性”的

电影，竟还是好莱坞宅男影人们的最爱。《蚁人》的主

演保罗·路德就曾表示过对影片的“膜拜”，而他的好

友詹姆斯·弗兰科，干脆拍摄了一部影片，完整再现了《房

间》的拍摄过程，这就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要展映

的影片——《灾难艺术家》。

如果说，托米·韦素用正剧的方式拍摄《房间》却

意外地起到了喜剧的效果。那弗兰科便是用喜剧的方式，

为《房间》试图表达的严肃“内涵”正名。弗兰科在片

中呱噪浮夸的表演，准确地抓住了韦素那种狂妄、自大，

甚至“放飞自我”的独特魅力。

作为一部传记片，《灾难艺术家》揭开了不少关于《房

间》的幕后故事，比如著名的“勺子梗”的由来。弗兰

科认为，必须要给《房间》正名，因为它“有思想”，

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烂。“韦素或许只是一个一心想拍

出好片的导演，但很可惜，他的‘才华’最终却拍出了

一部公认的传世烂作。”

或许与我们的感受截然相反，在韦素的眼中，《房间》

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而这，也许就是詹姆斯·弗兰科为

什么要把影片取名为《灾难艺术家》的原因吧。

文 / 本报记者 冯迪

《灾难艺术家》
一部电影能有多烂，电影《房间》为你现身说法。这部耗资 600 万美元的影片，首周票房仅有 1800 美元。在北美权威电影网站 IMDb 上，
评分仅有 3.5 分 ( 满分 10 分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只讲了一件事情：银行家约翰尼发现自己的未婚妻和好兄弟出轨，为情所伤的他，

最终饮弹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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