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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

无论制作大小，故事和技术不可偏废
本报讯（记者 赵丽）6 月 16 日下

午，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

举行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本场论坛

围绕大制片厂电影制作、艺术电影制

作两大议题，邀请海内外国际知名制

片人，分享实战经验，探讨职业边界和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大制片厂电影制作：

巨变之下，中国电影仍有很大

的发展动力

威秀娱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艾秋兴，万达影视集团高级总裁助理、

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伟，

《摔跤吧！爸爸》制片人、殷都制片人

协会主席、Roy Kapur 影业创始人悉达

多·罗伊·卡普尔，华谊兄弟电影有限

公司总经理叶宁等出席本场圆桌，巍

美中国电影及电视部副总裁黄国贤受

邀担任主持，与会嘉宾就制片人的职

业挑战、中国电影市场变化、新兴技术

等话题展开对话。

“制片人要做很多的权衡，要帮助

导演，同时在创意和商业回报上做平衡

博弈。”《摔跤吧！爸爸》制片人悉达多·

罗伊·卡普尔说。在讨论中国电影市场

变化时，多位嘉宾均认为中国电影市场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华谊兄弟电

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宁认为，和全球市

场一致，内容、多屏时代、生态重构正在

同步发生，但中国电商平台的飞速发展

和普及，所直接带来的观众娱乐方式的

改变，使得中国的速度或比北美市场更

快。“这是最深刻的变化。在五年之内

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变化将从直接

从根本上影响宣发方式，如果传统的宣

发公司不去学习，将会被淘汰。

威秀娱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艾秋兴则直言，中国电影当下真正进

入到了黄金时代。艾秋兴认为，中国

观众的电影消费品味和品质的判断力

都在不断提升，观影类型越来愈多样

化，这将鼓励创作者和制片人。另外，

中国观众观影行为天然存在集体体验

的偏好，这也让中国电影后续的发展，

具备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姜

伟则进一步表示，电影的社交型消费会

让线下观影场景相关的电影消费具备

生命力，在他看来，巨变之下，基础设施

层面，中国电影仍有很大的发展动力。

电影是由创作驱动的，一定要学

会用技术推动故事，中国电影在技术

应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中国人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说故事的民族

之一，一方面我们要为民族文化骄傲，

另外一方面要学习和接纳世界上最先

进的技术，帮助故事讲述，这才是我们

所有电影人面临的命题、担当、使

命。 ”叶宁说。

▶艺术电影制作：

中国艺术电影联盟的发展让

市场看到了提升的空间

爱尔兰卡通沙龙动画公司联合创

始人、《养家之人》制片人汤姆·摩尔，伊

朗艺术电影制片人、海外发行制片人伊

拉荷·诺巴特，中国制片人、演员耐安等

人列席本场圆桌，海外发行及国际制片

公司赤角创始人、制片公司黑鳍合伙人

谢萌受邀担任主持，探讨的话题涉及到

了海外艺术电影的现状、艺术剧本和导

演的选择、艺术片融资等问题。

伊朗艺术电影制片人伊拉荷·诺

巴特在分享伊朗艺术电影发展时提

到，在伊朗，导演除了考虑本土观众，

国际观众也是非常关注的对象。和很

多国家的情况一样，伊朗的艺术片也

具备墙外开花的典型特征，很多在国

际享有声誉的艺术片，在本土也存在

不为人知的问题。

爱尔兰卡通沙龙动画公司联合创

始人、制片人汤姆·摩尔则以《海洋之

歌》为例指出，艺术电影，在制作之初就

可以考虑国际受众来扩大自己的市场。

在艺术剧本和导演的选择上，中

国制片人耐安表示，剧本是第一位的，

剧本必须要足够打动人。

艺术片的融资是所有艺术电影制

片人都较为关注的话题，中国制片人

耐安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片项

目展开，艺术片原有的融资渠道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

中国本土已经成为了资金的重要集聚

点。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发展也

让市场看到了提升的空间。

伊朗艺术电影制片人伊拉荷·诺

巴特在认同耐安观点的同时，也表示，

不管预算存在怎样的限制，艺术电影

的融资还是要找到目标投资人，而在

确认目标投资人后，讲清楚故事本身

是最为重要的。

本报讯 6 月 15 日，《中国电影

蓝皮书2019》、《中国电视剧蓝皮书

2019》首发式暨“互联网时代中国

影视创意力、想象力、影响力主旨

演讲”在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特别单元举行。北京大学影视

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浙江大

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范志忠、北大培文集团总裁高秀

芹、上海交大文创学院院长张伟

民、上海交大文创学院教授胡雪桦

等嘉宾出席本次蓝皮书揭幕仪式。

《中国电影蓝皮书2019》、《中国

电视剧蓝皮书 2019》是由北京大学

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国际

影视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第二届

“中国影视年度蓝皮书”项目。本套

蓝皮书以“影响力”、“创意力”、“工业

美学”、“可持续发展”等为关键词，对

2018年“十大影响力电影”与“十大影

响力电视剧”进行案例化的深度剖

析、学理研判和全面总结，深入分析

年度中国影视业的发展、成就、问题、

症候与未来趋向，力图为中国影视产

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类似于

“哈佛案例”式的蓝本，以此见证并推

助中国影视创作的“质量提升”和影

视产业的“升级换代”。

“十大影响力电影”与“十大影

响力电视剧”由北京大学与浙江大

学为代表的大学生先行投票评选

出候选的年度电影与电视剧，再由

50 位影视界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

委员会成员投票选出最具代表性

的10部作品，作为年度十大影响力

电影、十大影响力电视剧，产生“中

国影视影响力排行榜”。

据悉，影响力电影和电视剧评

选的标准，不同于票房、收视率的

商业指标，也不同于纯艺术标准，

“中国影视影响力排行榜”兼顾艺

术与商业（票房），工业与美学，考

察作品的影响力、创意力、制作的

工业化程度，制片及运营的效率

和实现，深入分析探讨可持续发

展的标本性价值，充分考虑影视

作品类别、题材、类型的多样性、

代表性，产业结构或工业美学的

分层化和多样性等。《我不是药

神》、《红海行动》、《无名之辈》、《邪

不压正》、《影》、《江湖儿女》、《狗十

三》、《无双》、《无问西东》、《地球最

后的夜晚》获选 2018 年“十大影响

力电影”。 （易语）

本报讯 6月16日，入围第22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板块“中国

声音（Chinese Voice）”单元的纪录

片《郑少帅的奋斗》在上海首映。

该片导演沈晓闽曾在艺术电影《柔

情史》中担任摄影指导，在《柔情

史》中饰演张宪的张献民为本片监

制。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

院长邱志杰本片担任美术指导。

在《郑少帅的奋斗》中，郑少帅

的理想是创造一个“美术艺考帝

国”，因为工商注册的原因，帝国的

“帝”，改为真谛的“谛”。奋斗的真

谛同时构成了影片的重要话题。

据悉，《郑少帅的奋斗》展现了小人

物郑少帅的传奇历程，他用了八年

时间考上中央美院，但考上后却并

不好好学习，而是用自己的考学经

历，创办了“谛国”美术培训学校，

展现了美术生应试考试的众生态，

学校越办越大，他梦想公司上市，

又被取缔拆迁。他又去做国际贸

易公司，飞来横祸惹上官司坐牢，出

狱后卷土重来再办学校，娶妻生子。

纪录片《郑少帅的奋斗》原名《帝

国梦》，是社会角落的平凡人自身的

巨大变化的影像化记录，旨在以针孔

式的影像折射大时代的变迁。

导演沈晓闽介绍，在第一次拍

摄的中，郑少帅面对镜头谈起“帝

国”的规划踌躇满志：“我要把它办

起来，就成一个帝国，我把它做大，

世人会仰慕我”。从“剧情”角度来

讲，沈晓闽也有点好奇，为了办学

校借债百万的郑少帅，将如何面对

拆迁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的帝国

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郑少帅的

奋斗》呈现了一个毫无修饰的普通

人的梦想。郑少帅的故事不太燃，

却有着丧、逗与暖。人生酸甜苦

辣，甜只能占到百分之二十五。”

（林琳郑中砥）

本报讯 邓超、俞白眉执导的现

实题材电影《银河补习班》父亲节

在上海点映受到观众的一致好

评。作为暑期档最受期待现实主

义力作，《银河补习班》深度聚焦在

家庭教育这个与普通人生活息息

相关的问题上，以一对不同寻常的

父子成长故事深入浅出地探讨家

庭教育。导演俞白眉坦言选择父

亲节点映希望把电影送给天下的

父子，并表示电影准备了三年，希

望跟天下父母交流教育的问题。

“教育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而是

一个双向成长的过程，这部电影就

是想表达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国产电影中正面讨论教育题

材并不多，《银河补习班》无疑是一

次崭新的尝试。邓超当天跟现场

家长交流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对

白宇在片中的敬业表现赞赏有

加。观众们也对这部现实题材影

片给予了高度评价。

电影《银河补习班》由邓超、俞

白眉执导，由天津橙子映像传媒有

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北

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

品，将于7月26日全国公映。（木夕）

本报讯 6月 16日，电影《冰峰

暴》剧组在上海电影节举办了一场

主题为“高能预警”的发布会，出品

人吕建民、导演余非、监制张家振

以及主演林柏宏、张静初、役所广

司悉数亮相。

电影《冰峰暴》将视角对准极

端环境下的救援任务，但又非浅尝

辄止地表现惊险的动作场景，而是

真实地将普通人面对生死大义时

的复杂情感还原呈现，震撼程度直

抵人心。现场，吕建民表示，影片

集“高风险、高压力、高能量”于一

身，是一部看后会让人热血翻腾且

有所思考的佳作。

谈及影片内容，监制张家振表

示全程高能刺激，并对导演余非的

处女作赞不绝口：“影片中有他的

亲身经验，这对影视成像的感官来

说非常重要，会让观者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

据悉，为了能真实演绎出人物

于极端环境下的状态，张静初不顾

风吹雪袭素颜上阵，当看到自己在

拍摄现场“惨不忍睹”的花絮照

时，笑言称“脸都顾不得了”。谈

及对片中角色小袋子的理解，张静

初动情表示不论作为一个女演员

还是观众，小袋子对爱情不顾生死

的执着最令人感动。而作为影片

中的大家长，役所广司也分享了许

多和片中主创的友爱趣事，并表达

了对亚洲电影多多合作互鉴的美

好期待。 （影子）

本报讯（记者 赵丽）6月17日，由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主办、

游族影业联合主办、猫眼研究院与猫

眼娱乐提供数据支持的“电影·科技·
未来——科幻电影的想象空间”论坛

如期举行。

导演、编剧及制片人罗兰·艾默

里奇（作品《独立日》《哥斯拉》）、导演

兼创意总监保罗·J·富兰克林（作品

《星际穿越》），猫眼研究院院长、首

席科学家刘鹏，《上海堡垒》导演滕华

涛，导演兼编剧张小北等出席论坛，

科幻作家、传茂文化创始人陈揪帆受

邀作为主持，同与会嘉宾一起，就中

国科幻电影当下的发展状况，未来中

国科幻电影需要突破的难点展开深

度对话。

观众期待

高制作水平、高质量的电影

猫眼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市场

当下围绕科幻电影的消费，无论是从

数量和票房，都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

势。2018 年，科幻电影的票房整体占

比已超过 20%，数量已增至年均 30 部

左右。

刘鹏表示，《流浪地球》制作和情

感表达上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国产科

幻电影本身的突破，同时也在推动中

国电影本身带入到了高质量、高水准

的制作阶段。

《上海堡垒》导演滕华涛在提及参

与科幻电影创作的动机时也认为，随

着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的持续走高，低

成本的喜剧和低成本的爱情片，已无

法满足观众的需求。不管是科幻还是

这种大型的工业化电影作品，观众都

期待更高制作水平、高质量的电影。

业界认为，中国科幻电影还处于

起步的早期阶段。从观众认知的角

度，目前中国科幻电影的题材还存在

过于单一、制作水平不一、圈层受众群

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问题。“现阶段观众

中年轻观众并没有养成，未来想赢得

更好的票房，可以探讨怎么在年轻观

众或者是下沉女性观众中有所影响。”

刘鹏表示。

寻找适合

中国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

在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时，

话题主要围绕科幻电影的技术应用和

科幻电影的创作展开。

《上海堡垒》导演滕华涛表示，在

科幻电影的技术实践，尤其是特效层

面，中国本土整体的实力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但最关键的并不是技术本

身，而是一套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如何

推动体系不断成熟，是本土科幻电影

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他提到，在《上海堡垒》制作过程

中，虽然也有和海外的合作，但更多地

还是倾向于培养本土的团队，建立本土

的体系。“希望借此，可以孵化和带动一

批中国本土的技术公司。”滕华涛说。

而导演、编剧及制片人罗兰·艾默

里奇及导演、创意总监保罗·J·富兰克

林在提及技术应用时，则都强调了技

术的使用应考虑合理性。

罗兰·艾默里奇提出，无论特效技

术如何演变，科幻电影在视觉呈现上

始终要追求真实感。他表示，尽管数

码等新的技术正成为主流，但在镜头

的呈现上，此前微缩模型的做法，在真

实感方面仍有优势。

导演兼编剧张小北进一步则表

示，中国科幻电影在视觉上的确要追

求全球化和现代化，但具体制作环节

只是专业配合度的问题，对中国科幻

电影的未来而言，真正面临挑战还是

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在中国文化语境

下的原型故事，找到适合中国科幻电

影的叙事结构，树立属于中国的文化

自信。

金爵论坛聚焦中国科幻电影发展

推动工业化体系不断成熟是关键要素

2019中国电影与电视剧蓝皮书发布
《我不是药神》等获选“十大影响力电影”

呈现毫无修饰的普通人梦想

纪录片《郑少帅的奋斗》在沪首映

《冰峰暴》全员集结发布“高能预告”

《银河补习班》父亲节点映获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