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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风再起时》、《春江水

暖》、《六个凶手》……“2019 大地

之夜”于 6 月 17 日在上海玫瑰里

举行，梁朝伟、郭富城、杜鹃、张静

初、芦芳生、余皑磊、张子枫、张宥

浩等齐聚一堂，多部电影片单的

发布以及大地电影对未来的规划

引起了行业的广泛关注。

务实创新并举

构建内容平台

强化平台作用是 2019 大地之

夜的重要内容，依托着大地集团

从内容到发行，以及到整体会员

管理的电影全生态，大地电影将

进一步强化其创作平台的作用，

打通内容通道和发行通道。

“大地电影将继续为电影人提

供交流的平台、合作的平台、服务

的平台，为创作者与市场端搭建

更近路径的内容通道，使创作者

更容易获得市场的反馈，也让作

品可以更流畅地输出到喜爱他们

的观众中去。”大地电影总经理张

群说。

张群还特别强调“只有坚持

‘创’与‘新’，华语电影才能走向

更好的未来。大地电影将继续做

好以制作、出品、发行、院线、影院

为核心的‘大地生态’，为创作者

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市场平台，将

更多的目光投向新人、新作品，给

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项目。”

发布多部新片

构建合作模型

今年“大地之夜”的重头戏是

多部有亮点、有特点、有看点的影

片。这其中，既有导演翁子光联

手郭富城、梁朝伟，与杜鹃、谭耀

文、周文健等一众金牌班底打造

的重磅史诗巨作《风再起时》，也

有刚刚在戛纳电影节入选影评人

单元的电影《春江水暖》。

与此同时，大地电影对新人导

演的支持也在片单中一览无余。

其中包括由张家振监制，潜力导

演赵非执导，张静初、芦芳生、余

皑磊等主演的电影《六个凶手》；

由焦雄屏监制，新锐导演殷若昕

编剧并执导，张子枫、张宥浩等主

演的电影《再见，少年》；以及由香

港著名导演许鞍华、金牌制片人

朱嘉懿监制，新生代导演麦曦茵

编剧并执导，郑秀文、赖雅妍、李

晓峰领衔主演，钟镇涛、任贤齐、

刘德华等影人加盟的电影《花椒

之味》。

除 此 之 外 ，此 次 在“ 大 地 之

夜”上亮相的影片可以说部部精

彩，比如多次在海内外获奖、融合

情感与科幻于一体的青春影片

《镜像人·明日青春》，2018 年的

平 遥 影 展 大 放 异 彩 的《蕃 薯 浇

米》，2018 年斩获东京国际电影

节亚洲未来大奖的《武林孤儿》

等，都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很大期

待，也相信会在未来有精彩的市

场表现。

以上影片仅仅是大地电影近

年来众多项目中的一部分，此外，

还有杨树鹏执导并担任编剧的犯

罪动作影片《为他准备的谋杀》、

由李海蜀执导的将目光投向职场

百态的《解聘师》、陆可执导的奇

幻喜剧电影《老爸是条狗》、孙皓

导 演 的 跨 国 合 作 影 片《临 兵 斗

者》，更有由翁子光执导携手姚晨

主演的《桂花飘乡》以及由翁子光

执导的缉毒题材影片《中国缉毒

密战》……更多正在开发制作中

的电影项目，也将在未来与大家

见面。

（林莉丽 赵丽）

本报讯 近 日 ，电 影《上 海 堡

垒》召开了一场勇气十足，也诚意

十足的发布会。导演滕华涛，原

著作者、编剧之一江南，领衔主演

鹿晗、舒淇，主演石凉、高以翔、王

宫良、王森、孙嘉灵全阵容亮相，

直面网友的犀利提问，尽显这部

中国科幻的勇气、真诚与信心。

“一个拍爱情片的导演，谁给

的勇气去拍科幻片？”第一个问

题，就有不小的“火药味”。面对

缺乏经验的“信任危机”，滕华涛

诚恳地说：“中国科幻刚刚起步，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能为中国

科幻积累一些经验，我觉得也值

得。”石凉和高以翔也表示，在拍

摄时就能感受得到，电影在置景

以及特效上做了很多功课。虽然

是大特效戏，但剧组实景搭建了

6000 平方米的指挥中心，让演员

更加身临其境。饰演片中“灰鹰

小队”队长的王森还坦言：“滕导

跟我们开了很多次会，不断地为

我们介绍电影里的未来世界，介

绍每一个科幻设置。我觉得这不

是在拍一部电影，而是在拍一个

世界。”

《上海堡垒》是中影继《流浪地

球》后，推出的第二部科幻巨制。

不仅是对中国科幻题材的一次丰

富，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在网友

的评论中，也不乏支持与期待。舒

淇真诚地回答：“相信 8 月 9 日电影

上 映 ，所 有 的 质 疑 都 会 找 到 答

案。”滕华涛导演也表示：“中国的

科幻电影工业才刚刚开始，作为第

一部科幻战争电影，请给我们更多

信心，我们也会用作品回馈观众

们的信任。”

（木夕 姬政鹏）

大地电影制片发力
《风再起时》等多部电影片单发布

《上海堡垒》开发布会真诚回应犀利问题

导演滕华涛：中国科幻需要更多信心

梁朝伟、郭富城合作《风再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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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

影项目创投”单元收到 454 个项目申

报，在保持项目整体水准稳定的同时，

题材更加丰富、类型更趋向多元。经

过评选，共有 36个项目分别入围青年

电影计划、电影项目创投、合拍片项目

和制作中项目，并最终角逐包括最佳

青年导演项目、最佳创意项目、评委会

特别推荐项目和最佳制作中项目等奖

项。曾经在上海执掌金爵的王家卫导

演今年坐镇电影创投单元，和制片人

沈暘、导演陈正道一道为项目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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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创投项目《凯迪拉克》

的导演王一寓和其它 9位青年导演一

起走上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这

是她第一次走国际电影节的红毯。坐

在洽谈桌前，王一寓说，相比这一次的

红毯经历，她更期待未来片子做出来

能再回到电影节拿奖、走红毯。一切

顺利的话，他们的项目有望今年或明

年冬天开机。

王一寓跟记者回忆了创投评委对

《凯迪拉克》的意见：

“王家卫导演听了我们的陈述后说，

‘没什么问题啊，祝你们拍摄成功’！”

“沈暘老师觉得项目基础很好，也

提醒了我们家庭题材项目中的风险管

控意识。”

“陈正道导演问的很细，他特别询

问了四个人物我们将选择哪一个作为

故事的切入点？”

在王一寓看来，这个项目有点像

《美国丽人》、《爸妈不在家》和《东京奏

鸣曲》，都是从家庭小集体切入当时的

社会，不是纯家庭片，也有社会背景的

呈现。

项目洽谈的热度很高，有预约的，

有追到酒店的，也有托朋友找来的。

一家家谈下来，王一寓对项目有了更

清晰、全面的认识。“很感谢创投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作为

导演我希望能更冷静地创作，回归内

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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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是一部奇幻的女性题材电

影，导演钟权有丰富的纪录片创作经验，

第一部故事片他希望能在重庆拍摄。

“我们看十个项目有六个选在重庆

拍，我们到全国 600多个城市看过景，

可以分享一些资料给你们，我觉得你的

故事里有能成的劲儿，很期待看到完整

剧本。”一位前来洽谈的制片人跟钟权

交流了他对项目的看法和建议。

“我是干纪录片的，吃过很多苦、

做故事片没有什么怕的。”钟权说，纪

录片和故事片都是讲故事，对他而言

故事片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看到王

家卫导演肯定、喜欢《大好》，他心里

“非常雀跃”。

《大好》的原型是一个台湾乡下的

女孩，创作过程中钟权加入了奇幻、可

爱、温馨的元素。“我不敢在陈正道导

演面前卖弄，他对奇幻非常在行，这是

一个女性服药后改变外貌、自我疗愈

的故事……陈正道导演肯定了我故事

的构思。”

来创投前，《大好》有了第四稿剧

本。经过创投的洽谈，钟权又有很多

收获。“方向非常笃定，我们想通了这

个故事，应该几个月半年之内能完

成。这是一个跟《大鱼》和《搏击俱乐

部》有相似之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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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编剧大给聊《长湖迷雾》前，他

刚吃了一块巧克力，一上午的紧张洽

谈对创作者而言也是体力和脑力的

双重消耗。大给是网剧《心理罪》的

编剧之一，电影《长湖迷雾》改编自他

的小说。

“这是一个发生在107国道上的故

事，我是湖南人，107 国道是穿越了我

家乡小镇的道路，小时候镇子上经常

会有事故，我就想会不会有一个戏剧

的可能，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探索小

镇的秘密……”大给说。因为有小说

的基础，故事的细节很丰富，剧本更多

需要做一些摘取、删减和架构的工作。

“项目目前在融资阶段，我们希望

能得到大咖的加持。”大给说，“王家

卫导演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电影节的

建议，他觉得这个项目比较成熟、商

业化，建议我们可以先去圣丹斯国际

电影节走走，因为那里的类型片氛围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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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道嘎》和《冰下的鱼》是这次

入围的两个制作中项目。《冰下的鱼》

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初剪版基本

完成。

“我们是一部非常生活、接地气的

剧情片，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们想先走电影节再走市场。”导演张

力2013年曾经凭借电影《诡拼车》入围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

元，这次来创投，王家卫导演的意见让

张力觉得受益匪浅，“王家卫导演对各

地的电影节很了解，他帮我们分析了

瞄准国际电影节的三分钟预告片应该

怎么做才更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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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金玲，《我的早更女友》编剧、

《莫尔道嘎》导演。2018 年创投，她跟

20 多家投资公司洽谈、交流了剧本。

创投结束后,《莫尔道嘎》正式进入筹备

期并于2018年底开机拍摄。有前期的

充分准备，《莫尔道嘎》最终的班底堪

称“豪华”，主演王传君、齐溪，摄影指

导李屏宾、监制廖庆松。曹金玲回忆

了一期拍摄的过程，“拍摄在无网无电

无信号的荒野，零下40多度，主创和演

员提前一个月进组，围读、排练、体验

生活。在拍摄过程中克服了特别多的

困难，有近十天都住在原始森林里的

帐篷……”

曹金玲很看重这次入围“制作中

项目”，可以有机会跟王家卫、沈暘、陈

正道导演交流项目。今年8月《莫尔道

嘎》即将进入二期拍摄，曹金玲期待在

电影的后期制作和海外发行等方面有

更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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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电影创投版块的一大亮点是

创投训练营全新启动，起名为“SIFF
NEXT”，为阶梯式新人成长平台再添

一级，彻底打通从前期创作、项目孵

化、资源对接到参赛参展的全产业链

支持。创投训练营对标柏林电影节的

天才训练营，从学员个体到后续项目

开发给予全程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参

考金马电影学院经验，邀请当届创投

评委主席兼任训练营校长。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创投版块负

责人范静雯向记者介绍了创投训练营

具体的遴选、孵化方式。

“项目创投是以项目为单位，训练

营重点关注个人。”范静雯说，今年第

一次公开申请就收到了400多个报名，

最终导演、制片、编剧共入围 20人，算

得上是千挑万选。

课程设计方面，创投训练营安排

了电影剧本写作、导演、制片、声音、色

彩、后期制作、法务等9大版块的课程，

力求打造一种夏令营的感觉，帮助创

作者在规范生产高质量影像作品的同

时，更好地实现自我表达。除了融入

产业的通识性课程安排，创投训练营

还有目的地帮助创作者建立对电影节

的综合性了解，带大家参观亚新奖、观

摩电影市场……

8
从 2006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发起

的“中欧电影合拍片论坛”发展至今，

创投和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一同

走过了整整13年。关注的对象从项目

到个体，导演、制片、编剧三个维度出

击，用团队协作为创作护航。

今年的电影创投手册上的一段

话，或者可以概括创投 13年沉淀的经

验，“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命运，但无

论如何，都将面对一路荆棘。在规范

与自我，产业与个体，需求与表达之

间，有多少退让和协商，就需要多少智

慧和勇气。”

另一段话则宣告了创投13年建立

的信心，“我们越来越相信，总有一条

路可以走。也希望见证、陪伴更多项

目无论此刻是什么形状，都一起走向

最后完美的圆！”

听上影节创投故事，
看看王家卫领衔的评委团选中了谁？

■文/ 本报记者 林莉丽

江山代有才人出，没有什么比陪伴、见证年轻人的成功更值得骄傲，尤其是在一个以

热情和创意为生命的行当。

两三年前杨平道和陈晓鸣可能不会想到，今年他们已经可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

风单元展映看到自己的《好友》和《学区房72小时》了。孵化和转化的高效同时体现在不同

阶段、不同体量的项目上。同为2018年的入围项目，《一时一时的》、《莫尔道嘎》今年入围

创投版块制作中项目；《热汤》、《再见，少年》、《少年与海》正在后期制作中，《迷走广州》即将

拍摄……2017年入围的《荞麦疯长》正在后期制作中，蓝正龙的《傻傻爱你，傻傻爱我》获得

2019台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提名；《会考试的猛犸象》、《热带往事》、《东北虎》正

在后期制作中……

又是一年创投季。6月18日，电影创投单元结果揭晓前，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创投

项目的主创，听上影节的创投故事，看看王家卫领衔的评委团选中了谁？

▶ 最佳青年导演项目

《凯迪拉克》

▶ 最佳制作中项目

《迷路》

▶ 评委会特别推荐项目

《雪云》

▶ 最佳创意项目

《君子残存不少》

▶ 万达菁英+计划关注项目

《凯迪拉克》

▶ 7印象特别关注项目

《荡秋千》

▶腾讯影业新电影计划关注项目

《何处惹尘埃》

▶ 英皇特别关注项目

《枕边的陌生人》

▶ ARRI国际扶持计划关注项目

《幸福里99》

▶ 天工异彩特别关注项目

《心迷宫·三生路》

▶ 莫非影画新声关注项目

《一时一时的》

▶ 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特别关

注项目

《长湖迷雾》

▶ 上科大-南加大制片人班特

别关注项目

《大好》《长湖迷雾》《小兽花园》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电影项目创投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