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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王可心小说《春天

里》改编，由加拿大籍导演范庆执导，

林鹏、李东学、陈思成领衔主演，赫子

铭、黄晓婉主演电影《牛油果的春天》

已入围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

关注单元。6月17日影片进行国内首

次展映，导演范庆，主演林鹏、陈思成

和赫子铭亮相现场，与观众分享影片

拍摄感悟。在片中颠覆形象扮丑出演

继母的林鹏表示，自己不怕被“丑化”，

“观众观看习惯就好了”。

《牛油果的春天》讲述了由一张特

别保单所引发的人性抉择，以及在一

段错位人生际遇中彼此治愈陪伴的温

暖故事。在片中，林鹏一改往日“打

女”形象，出演一位看似柔弱却内心坚

韧的继母何梅英。林鹏坦言，挑战很

大，为演好这一角色，借鉴了许多电影

作品，甚至把和亲弟弟之间相处体会

带进电影。提及形象颠覆，林鹏笑言：

“我觉得‘扮丑’没什么。观众看适应

了，就不觉得丑了。”对于何梅英与两

位男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关系，林鹏解

读道：“跟‘大壮’结婚是嫁给了没有爱

情的婚姻，只是为了走出大山；而‘铁

三’的爱情像童话一样不真实。”

现场，范庆特地向观众解读片名

含义，他认为：“牛油果象征着母爱和

母性。电影正是在表达一种对母性的

追寻，比如‘何梅英’从不能怀孕到成

功怀孕、‘铁三’最终释怀着离开了小

城等等，几位主人公也是在这种追寻

中互相治愈的。”

电影《牛油果的春天》由北京麦

特、北京乾坤星光、麦特影视出品。

（杜思梦 李霆钧）

本报讯 近日，由凤凰网娱乐主

办，德国高端纸巾品牌 Tempo 得宝独

家冠名的非常路演发布会之上海电影

节特别版在沪举行。本次活动迎来了

年度备受期待的影片《再见，少年》剧

组莅临现场，与观众分享台前幕后的

趣事。

电影《再见，少年》聚焦生活在千

禧年的少男少女，讲述一个在高考来

临前，足以裹挟命运的故事。导演殷

若昕透露，影片拍摄初衷与自己回顾

青春的感觉有关，她称自己总是不断

在回望青春，每次得到的感悟都不尽

相同。特别在三十而立后，忽然有一

种成年人的感觉，就拍了这样一部青

春片。

监制焦雄屏也十分肯定《再见，少

年》的故事，她称影片虽然是青春题材

的电影，但内容更多表现年轻人在友

情与爱情之间模棱两可的状态，是特

别好的亮点。影片虽然也有残酷的元

素在，但哀而不伤，才是青春片最恰当

的呈现。她称，看完该片后，会有种固

然有悲伤，但回顾青春依然感觉很快

乐的体验。

回忆拍摄经历，张子枫说，对影

片设置在千禧年的时代背景很有压

力，自己经常主动询问哥哥姐姐，当

年上学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学生都是

什么状态等等。尤其是她花了很多

时间去了解“申奥成功”这件事，不断

搜视频看资料，努力去找到人物的兴

奋点。

（影子）

本 报 讯 6 月 17 日 ，由 The H
Collective 影业主办的“齐聚巅峰·无限

可能”中日聚合时代全球发布会上，著

名日本音乐人、传奇乐队 X JAPAN 队

长 Yoshiki 惊喜现身。看电影传媒集

团宣布将与The H Collective中国合作

引进展示 Yoshiki 传奇一生的纪录片

《We Are X》。
发布会上，现场播放了 Youshiki

的纪录片《We Are X》片段，该片由知

名纪录片导演史蒂芬·凯亚和制片人

约翰·巴特塞克操刀，记录了日本历史

上最成功乐队X JAPAN在美国麦迪逊

广场公园一场演唱会的经过，影片以

X JAPAN灵魂人物Yoshiki为切入点，

展示了他的传奇一生。

看电影传媒集团宣布将与 The H
Collective 中国合作引进纪录片《We

Are X》。Yoshiki 表示，是经纪人鼓励

自己拍了这部影片，片中自己直面了

父亲去世和乐队成员离世等曾令他备

受打击的事件，他希望观众看完影片，

重燃生活希望。

Yoshiki 当日还透露，将为在 The
H Collective影业与爱奇艺影业联合出

品的电影《动物特工局》制作主题曲，

与 The H Collective 成立合资公司，主

打开发化妆品、服饰等衍生品。

The H Collective 影业是一家集电

影投资、制作、营销和发行于一体的国

际化娱乐影视集团，2018 年 4 月，The
H Collective与索尼哥伦比亚影业达成

战略合作，双方每年将携手在全球发

行和销售四部电影，今年 5 月全球上

映的反超级英雄惊悚片《Brightburn》
是双方合作的首部作品。 （杜思梦）

本报讯 6月 15日，第 22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于上海大剧院正式开幕。电

影《感动她 77次》出品人杨受成，制片

人邵剑秋、杨斯童，与主演蔡卓妍、周

柏豪盛装出席开幕式红毯，为影片造

势。红毯上星光熠熠，蔡卓妍一席玫

色鱼尾长裙，身材窈窕，笑容甜美；周

柏豪一身黑色笔挺西装，尽显成熟魅

力。这对俊男美女的高颜值组合“吸

睛度满分”，引爆现场。

《感动她 77 次》作为 2017 年创下

口碑和票房佳绩的《原谅他 77 次》的

续集，由导演邱礼涛、编剧李敏等原班

人马倾情打造。该片深刻聚焦香港都

市男女，讲述了步入婚姻殿堂的当代

年轻人对爱情的困惑和人生的迷茫。

片中，化身小女人的吕慧心（蔡卓妍

饰）与长不大的男友张智思（周柏豪

饰）再续前缘，重启“寻爱之旅”。这一

次，“原谅”变成“感动”，“他”换作了

“她”，迈进婚姻殿堂的两人能否真正

收获幸福？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线，

错综复杂的剧情走向，让人期待不已。

据悉，片中蔡卓妍的母亲将由惠

英红继续出演，并穿上婚纱，展开一段

旧情复燃的爱情故事。除此之外，泰

国红星马里奥惊喜加盟，与蔡卓妍、周

柏豪这对 CP 的情感纠葛同样看点十

足。

电影《感动她 77 次》由英皇（北

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英皇影业

有限公司、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出品。

（影子）

国家电影智库最近发布的《中国电

影产业指数报告》用30多个电影方面的

数据更为全面地对电影产业发展的综

合状况进行了判断，刘正山现场分享了

这些数据，他提出“中国电影当前正处

于跃升时期”，实现跃升的一个关键就

是完成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建构。

刘正山将电影工业化归结为四个

特征：生产标准化、作品类型化、管理

现代化、创新模式化。在这四个特征

中，刘正山认为：“电影工业化要想实现

落地，最重要的是标准，标准构建是工

业化的基础。”他提出了产业标准构建

的四方面好处：建立全行业的广泛认

同，能够确保经验技术的留存，减少摄

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行业效率。

本报讯（记者 林琳）5G 和电影

产业将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资本正

以何种眼光看待电影市场？中国式大

片未来将如何发展？当以上种种前沿

问题汇聚在 6 月 18 日由每日经济新

闻、上海电影集团、上海国际电影节

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影视领袖峰

会时，便吸引了上海电影集团总裁王

健儿、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博

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光线传媒董

事长王长田等众多中国影视产业的领

军人物。

论坛现场同时发布《强影之路

2019》白皮书，并为博纳影业集团创始

人于冬以及演员、导演吴京颁发“中国

电影领军人物奖”。

5G会改变电影行业

但内容依旧为王

互联网已深深嵌入并改变了社会

上的各行各业。一向与技术紧密结合

的电影自然不例外。近些年来，中国

电影在制作、营销、发行等各个环节上

都深受互联网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上海电影集团总裁王健儿用“进攻

就是最好的防守”这样一句体育竞技

中常见的话来形容电影人对于互联网

的态度。他表示，互联网时代唯一不

变的就是变，过去如此，未来也同样，

所以改变不可怕，而且我们要抓住机

会改变，这才是电影企业、电影行业保

持青春活力的方法。

慈文传媒创始人马中骏认为，文

学和电影以前都是由一小撮精英为大

众提供作品，但互联网的到来降低了

创作门槛。“以电影为例，数字化降低

了电影的制作成本，让更多的人有机

会成为导演、摄影师，这就是科技给电

影行业带来的深刻改变。”

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崔志芳则从

资本的角度回答了互联网对电影行业

的影响，她说，相比美国电影产业，互

联网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改变要更

大。互联网的介入让更多互联网平台

新型影视公司出现。

互联网进入电影行业这些年，一

大改变就是线上售票。对此，阿里大

文娱电影业务负责人、淘票票总裁李

捷梳理了线上购票在这些年来的大体

脉络。

他介绍说，早期，通过团购的方式，

在线选座购票完成了基础的数字化过

程，就是把人们的购票习惯从柜台和电

话的方式转移到互联网的移动端。从

2015年开始，票务平台开始介入宣发层

面，完成了互联网对传统宣发的改变。

票务平台就此也完成了“从购票工具到

观影决策平台”的转变。

对于当下最热的 5G话题，现场嘉

宾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王健儿表示，5G商用之后，电影人

可以实现 4K、8K 的异地拍摄和制作，

而 5G对于VR技术的应用更是有着较

大的想象空间。

互联网公司出身的李捷表示，5G
对于电影行业的改变更多是技术层面

的，是对于互联网平台型公司的改

变。对于电影内容本身并没有实质性

的改变。“电影怎么拍，电视剧怎么

拍？我认为跟5G也没有什么关系，5G
就是一个通信的技术。”

对于5G，在场嘉宾了用“不要高估

5G，同样也不要低估它”来形容。

资本之于电影

成也萧何败萧何？

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作为大投

入、高风险的产品，自然离不开资本的

助力。另一方面，资本的过度干预又

会影响电影本身的艺术属性。

身为互联网行业的资深探索者，同

时也是电影行业的新兵，腾讯集团副总

裁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表示，腾

讯进入电影行业后，始终希望发扬互联

网的精神，秉持开放、连接、助力的原

则，共同为中国电影产业添砖加瓦。

“腾讯影业希望借助互联网，在人

的情感和影视内容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能够把文学、动漫、影视、电竞、线

下衍生等等，和人们产生更大的共振

效应，更好地对行业进行助力。”此外，

近些年来腾讯影业还联合内业多家影

视公司打造了如《我和我的祖国》、

《影》、《上海堡垒》、《第十一回》等诸多

优秀影视作品，这种开放的态度也得

到行业中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认可，

期望未来一起来打造更多的项目。

此外，腾讯还积极参与到国际影

片的出品当中，目的是学习先进技术

理念，未来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

CMC 华人文化集团公司副总裁应

旭珺表示，今年以来，北美电影市场票

房同样出现了下滑，其原因就是资本

为避免风险，总是拍摄安全度较高的

系列片，导致好莱坞电影创意枯竭。

中国电影应该在学习的同时引以为

鉴。她同时提出，中国电影人要具备

前瞻性和使命感，积极探索给世界观

众看的中国电影。

厚德前海基金合伙人、首席投资官

陈昱川从“圈外人”的角度出发，建议中

国电影产业要实现“内容的长久化”。他

举例说，宝马这样一家做汽车的公司，同

时会开店卖衣服、卖雨伞和自行车。他

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

想让品牌和用户更接近，跟用户建立更

深度的连接。“电影同样可以制造这样的

场景，以此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业内“大咖”讨论

中国式大片如何走

从《建军大业》、《红海行动》、《战

狼》系列、《流浪地球》，到将要上映的

《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

国》、《紧急救援》等，近年来中国式大片

已经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对于中国

式大片未来如何进一步探索这一话题，

自然引来不少内业领军人物的讨论。

在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看

来，中国大片要借鉴现代电影技术和

现代电影语境，赋予过去传统主旋律

电影一种新的样式，让它和世界接轨，

和年轻人接轨，让中国电影在电影美

学上为世界电影提供自己的方案。

他同样表示，在 5G 时代，人们的

娱乐方式愈发丰富，电影只有提高科

技含量、工业化水平，增加其在影院内

的“剧场效果”，才能把观众始终留在

电影院中。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对此提出

了不同观点。他表示，高科技含量的

影片只是一方面，他更赞成电影多样

化的方式。王长田认为多类型多题

材，以及大量的电影作品才是推动电

影产业发展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让

更多的电影人有成长的机会。同时，

他也提出了“铺精品、探新路、育人才”

的目标。他说：“作为行业主流的公司

要能够不断生产出精品；中国电影现

在仍然有非常多的领域、题材、表现方

式、风格等等需要探索；电影产业的进

步离不开人才的成长，尤其是新人。”

《牛油果的春天》上影节首度展映
林鹏颠覆形象演继母不怕“丑化”

《再见，少年》剧组亮相凤凰网娱乐非常路演

监制焦雄屏：
哀而不伤是青春片最恰当的呈现

X JAPAN队长Yoshiki空降上海
其纪录片《We Are X》有望引进

蔡卓妍《感动她77次》亮相上影节开幕式

第三届中国影视领袖峰会在沪举行

业内热议5G、资本对电影产业的影响

创建标准 实现转型

中国电影需要构建有效的工业化标准体系

本报讯（记者 郑中砥）6月17日，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上，由凡影作为智库支持的关于“电

影行业如何构建有效的工业化标准体系”的讨论引发了中外电影人的关注。《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天火》导演西

蒙·韦斯特、凡影咨询创始合伙人李湛、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正山、普华永

道合伙人马骁俊等，从中国电影工业化现状与困境、中外电影工业化对比、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衡量标准、构建电

影工业化的努力方向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享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标准体系的蓝图构想与实操经验。

郭帆在《流浪地球》的拍摄中

深深体会到电影工业化的重要性，

调动 7000 人的剧组去完成中国电

影前所未有的硬科幻电影，郭帆戏

称自己是“工业化 + 人肉”的工作

方式。

“我们很多时候都处于工业化+
‘人肉’共同作战的境地，只能用大量

的人力去填补我们在工业化这部分的

缺失。拍完《流浪地球》我更加认识

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是任

重而道远。我们要争取达成共识，当

业内有更多人达成同一种默契、当更

多人认可这种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要

建立标准，当标准建立，工业化也就离

我们不远了。”

西蒙·韦斯特有着非常丰富的好

莱坞拍摄经验，曾执导《空中监狱》、

《古墓丽影》等经典影片，此次在中国

拍摄《天火》的经历让他非常难忘，同

时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电影在工业化

水准上与好莱坞存在的差距。

“在好莱坞拍摄，时间非常严格，

但是在中国我们总会因为各种各样

的原因不断拖延拍摄进度。在好莱

坞的标准化体系当中，第一副导演会

在拍摄中帮我规划进度，帮我达成每

天的进度目标，他有非常明确的高度

一致性的职责，不会出现制作失控或

者超支。”

西蒙·韦斯特认为在中国的拍摄

体验总体感觉还不错，同时他也提醒

要来中国拍摄的好莱坞导演不要惊异

于一些小的工作差异，“只要在工业构

建上前进一小步，中国电影就能够实

现一大步发展。”

凡影合伙创始人李湛从大数据出

发，总结出中国电影产业由院线密集

覆盖带来的快速增长红利期已经正式

结束，随着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小片

子取得市场奇迹的现象会越来越少。

中国电影消费市场正在慢慢变得更加

成熟和稳定。

面对这样的电影市场局面，李湛

认为只有依赖专业经济化的工业体系

才能在这个深耕细作的红利期抓住市

场、抓住观众。

“每一个项目的终极目标就是找

到营销和口碑潜力都高的人群作为

目标观众，并且提炼出营销和口碑核

心卖点来表达给观众，就是我们俗称

的‘找对人、打对点’。找对人和打对

点必须是同时进行的，需要通过对观

众的洞察确认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

打什么样的点，并且整合在一起成为

核心的视觉物料，这样才能传递出属

于这个作品，符合这个产品特点的信

息。如果电影走向市场有什么真正

的密钥，这就是电影走向市场的密

钥。”

普华永道合伙人马骁俊从财税和

项目管理的角度，提出中国电影工业化

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脱离原有的作坊式、

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要实现企业化管

理，“政策、人、项目，三者之间的所有关

系最终都会落在纸面上变成合同，要实

现合规管理，最优的方式就是现代化管

理手段进行项目经营，避免潜在纠纷。”

马骁俊提出必须要用项目公司来

对一个电影项目进行管理，“项目公司

制对于电影项目有很多好处，其中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实现风险隔断，

影视企业应该更多参考房地产企业等

其他工业化程度高的企业，用公司制

的管理来替代现在的传统模式，创造

影视行业更美好的明天。”

◎刘正山：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构建工业标准

◎马骁俊：项目公司制让电影实现从作坊式管理到企业化管理

◎李湛：“找对人、打对点”是电影走向市场的秘钥

◎西蒙·韦斯特：工业化的一小步，中国电影的一大步

◎郭帆：工业化不够“人肉”来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