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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讯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

二天，“光影七十年 共筑强国梦”中国

电影产业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阿里

大文娱轮值总裁、优酷总裁、阿里影业

董事长樊路远和现场嘉宾分享了阿里

影业一年以来的成长和战略愿景。他

表示，将继续坚持“小大正”价值观，发

挥自身“全产业链、全生态圈”的独特优

势，推动中国影视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让大家更好去感受美好生活的魅力。

樊路远表示，作为一家平台公司，

阿里影业一直以来秉持“新基础设施+
优质内容”的双轮驱动战略，服务各位

影视同仁，助推优秀影视作品的宣传、

发行等工作；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和

所有海内外优秀的影视公司交流、合

作。“我对中国电影非常有信心。”樊路

远说。

这是樊路远第二次代表影视互联

网企业参加上海电影节金爵论坛。过

去一年，阿里影业“言必行，行必果”：一

方面，和安培林、博纳、北京文化、华谊、

亭东、万达等优质内容公司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参与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绿皮书》，以及《我不是药神》、《无双》、

《流浪地球》等各大档期冠军影片的联

合出品；另一方面，阿里影业持续打造

淘票票这一“最佳观影决策平台”，并搭

建起了数字化宣发平台灯塔、制片管理

系统云尚制片这两个全新业务，同时推

动阿里鱼、娱乐宝所在的综合开发版块

持续得到创新发展，从而打通投资、制

作、宣发、衍生品的链路，使新基础设施

建设完成全产业链的闭环。

“我们将继续坚持‘小大正’价值

观，即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坚持践

行‘Double H’快乐战略的初心。”樊路

远在论坛上表示，此前公司参与了《战

狼 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有家

国情怀的影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阿里影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主流

价值观，不断推出优质影视作品，为祖

国献礼。

现场也有嘉宾坦言，去年市场环境

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绝大多数影视公

司股价腰斩，遭遇了资金寒冬。但各家

影视公司在困难的情况下凝聚力量、同

舟共济，把中国电影市场做到了 609
亿，实属不易。“2019年，我们同样需要

鼓劲、需要信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据悉，6 月 24 日，阿里影业将迎来

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日。今年以来，阿里

影业陆续发布了多部“锦橙合制计划”

的影片，包括《刺杀小说家》、《拆弹专家

2》、《第一炉香》、《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等，导演、监制和演员阵容豪华，目前多

部影片已经杀青，市场期待。

另外，阿里影业正在与优酷、大麦

网等阿里大文娱其它业务版块在产品

技术、宣发、内容等方面全面打通协

同。接下来，各业务有望“化指为拳”，

进一步为观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更

多的优质精神文化产品。

（赵丽）

本报讯 由曹保平监制、甘剑宇执

导，大鹏、欧豪、李梦领衔主演的电影

《铤而走险》宣布定档 8月 16日。定档

之际，电影曝光了“命运轮盘”版海报。

海报中，小女孩孤单立于代表欲望的命

运轮盘之上，不同势力从多方突进，她

成为了争夺的焦点，似暗示了故事走

向。影片已入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铤而走险》在电影节期间有两场

放映，开票后即被抢购一空。最为观众

期待的是，几乎电影里所有主演，不论

外貌还是角色特质，均颠覆以往形象。

如主演大鹏尝试非喜剧角色，揣摩小人

物多层次的表达；欧豪首度饰演反派冷

面杀手，危险飙车戏亲身上阵等。大鹏

表示：“电影从拍摄之初，是否会被人喜

欢就是一种铤而走险，但对于这部电影

来说，大家的全心付出，就像拧成的一

股劲向前走，其实是创造了一种可能。”

影片由黑蚂蚁（上海）影业、和和

（上海）影业、山南光线影业、乾坤星宇

（福建）、东台壹尺、北京麦特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6 月 14 日，东方明珠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启动影视文娱板

块改革，正式整合尚世影业与五岸传播

两家公司的内容创制及运营业务，并保

留双品牌，未来新团队将成为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影视投资

制作和版权内容运营的唯一主体。

这是这家国有文化龙头在影视文

娱板块的一次全新启航：一方面内部将

进行机制体制创新，开启“工作室计

划”，对标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在外部

“合纵连横”，联合国内著名导演、编剧、

制作人等，启动“创智者联盟计划”，吸

附更多社会资源激发价值。

东方明珠董事长王建军表示，行业

发展趋势已从单一影视产品竞争发展

到覆盖产业上下游的整体之争。此前，

尚世影业侧重于“制”，五岸传播侧重

于“发”，整合后，通过一体化运作，可以

汇聚双方优势，实现内容创制、运营的

“双轮驱动”，迸发“1+1>2”的效能。

发布会现场，东方明珠打出了一

套”内生、外延并举”的组合拳。新启航

的影视文娱板块与阎建钢、毛卫宁、张

莱等八位知名人士共同开启“创智者联

盟计划”，该计划旨在联合影视业上下

游头部企业和人士，建立更为紧密的业

务关系和交流平台。

与此同时，东方明珠还公布了新成

立的 5 个影视工作室及负责人名单。

新任工作室负责人的平均年龄在 40岁

以下，作品不乏《21 克拉》、《镇魂》、《求

婚大作战》等，工作室将参照市场上同

类型影视工作室模式进行运作，负责人

享有项目规划、组建团队、资金筹划等

自主权。

发 布 会 上 ，东 方 明 珠 公 布 了

“2019-2021 三年片单计划”，未来三年

有将近 40 部影视剧新品出品，包括动

画电影《江南》、《龙之丝》，电视剧《两个

人的上海》、《在不安的世界安静地活》、

《商业调查师》，动画片《小鸡彩虹》等，

题材类型丰富多元。

国际特色是尚世影业、五岸传播在

业界的显著厂牌形象，入围本次上海国

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中英合拍电影

《合法伴侣》、入选 2019 东盟媒体交流

年重点项目的中泰合作电影《启动人

生》均在此次发布会亮相。

（影子）

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远：
坚持“小大正”，对中国电影非常有信心

金爵竞赛影片《铤而走险》8月16日上映

东方明珠影视文娱全新启航

加码影视内容生产运营助力上海影视业发展

本报讯 1895年12月28日，电影

在法国诞生，37年后，世界上首个国

际电影节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自

此，各大电影节作为电影产业的重

要平台，一直发掘着全世界各地的

优秀故事和年轻人才，为电影培养

观众，也帮助观众和产业人士找到

对的电影。

随着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外

延，电影节也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

对于观众来说，电影节是集中欣赏平

日难得一见电影的好时机；对于电影

工作者来说，电影节能促进交往和合

作，并为发展电影贸易提供方便；电

影节还会设立各种奖项对做出贡献

者给予奖励，各项因素交织在一起，

从而使得电影节成为推动电影艺术、

提高电影艺术水准的活动。

时至今日，观众、媒体、创作者、选

片人、组织者、赞助商都在电影节中发

挥着各自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电

影节目前主要的功能和作用有哪些？

电影节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6 月 18 日，“‘一带一路’电影文

化圆桌论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

节”主题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乌克

兰、菲律宾、意大利、巴西、印度、波

兰、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电影节相关从

业者一起，从不同经验层面、不同维

度共同探讨电影节的意义、发展及特

性，以及世界电影的多元创作，同时

为未来更好举办国际电影节提出了

经验与建议。

评价一个电影节好不好，首先要

看主竞赛单元能否评选出服众的作

品。在论坛上，选片的重要性被各位

嘉宾一再强调，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选片体现着一个电影节的眼光、标准

和能力，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此外，电影节对于青年电影人的

重视和培养作用也得到了各位嘉宾

的认可。乌克兰基辅国际电影节主

席安德伊·卡尔帕奇就表示，帮助更

多年轻电影创作者更快地进入这个

行业是各个电影节的责任，“电影节

应该有意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包

括展示的机会以及与前辈交流的机

会等等。”据他介绍，乌克兰基辅国际

电影节在短片、学生电影等领域都开

设了专门的单元，对非专业青年电影

人提供帮助。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

霞持相同观点，她表示上海国际电影

节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新人培养单

元：亚洲新人奖以及创投单元，其目

的就是为中国电影产业输送新人以

及新的电影项目。

“三年之前我们还成立了金爵奖

的短片单元，今年我们又把创投训练

营变成了新的独立单元，上海国际电

影节现在有短片、训练营、创投以及

亚洲新人奖等多个面向年轻创作者

的板块，这些都是电影节为电影产业

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举措。”

布 里 兰 特·曼 多 萨 是 Sinag
Maynila 独立电影节的创始人，也是

菲律宾的知名导演，他在论坛上表

示，虽然自己的电影节力量相对有

限，但还是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菲律

宾的青年电影人，“因为年轻人是电

影的未来。”

丰富的线下交流活动也是各个

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不

同地方电影人的交流、电影人与观众

的交流以及各地电影文化的交流。

意大利罗马电影节主席芙兰茜斯卡·
维亚就认为电影节期间的交流很重

要，“推广更多不同风格的电影给各

地观众和电影人，促进国际间电影文

化的交流应该是电影节的重要使命

之一。”

傅文霞表示，电影文化本身就包

含着社交概念，观众和从业者们参与

电影节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获得

一种社交体验，电影节的组织者应该

看到各方面的需求，利用自身的优势

和特点，把相应的交流活动做得更加

丰富、更加深化。 （姬政鹏）

从新导演到成熟导演的晋级，难

度可想而知。当他们带着作品杀出

重围后，拿到的或许是他们进入这个

行业的“入场券”。而在随即开启的

关卡里，他们不仅需要继续展示才

华，还需要甄别信息，证明票房。更

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厘清一个问题：

做选择、认清自己的定位。这是第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评委会主

席宁浩对新导演给出的建议。

区别于宁浩在新导演时期所遇

到的“钱”的问题，现在的新导演，也

有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难，想要脱颖

而出并不容易。宁浩认为，“在我们

有了很大的电影市场之后，机会也就

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作为一个导演，应该发掘更有价值的

作品，不要被一些纷乱的所谓的机会

给‘拉跑’。”因此，与其焦虑成不成

功，不如“低头”好好把电影拍完。

“我本身也是接地气，我也

没活在空中”

《中国电影报》：您电影中有很多

黑色喜剧的风格。从90年代开始有一

些导演尝试这种风格，您是做得比较

成功的一位，请问您对这种风格的偏

好是从市场角度考虑的吗？

宁浩：没想那么多。不是从市场

角度想的，就只是喜欢而已。

《中国电影报》：作为导演，您怎

么把控整体结构跟细节之间的一些

关系？

宁浩：从电影工业技术说起来非

常复杂。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是先

有一个创意，有的时候是先有一场

戏。基础是肯定要有一个种子，再花

很多的精力去延展。所以一个剧本

大概都得两三年，让它长出像一部电

影的样子，但很多时候是失败的。

《中国电影报》：您电影中的很多

人物，包括故事都是比较接地气的，

甚至是草根的，对于这种题材的选择

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宁浩：我本身也是接地气，我也

没活在空中。大家都是普通人，所以

我会更关注周围的人。小时候我生

活在一个钢铁企业里面，因此，我对

这种带着钢铁的审美部分比较有兴

趣，有一种粗粝感。

“新导演做选择以及认清自

己的定位是最困难的”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也是金爵

奖的评委，这次作为亚新奖的评委会

主席，这两种身份的转换背后，您对

于一部电影的评判标准是否会有变

化？

宁浩：可能略微有些不同。亚新

奖单元主要是针对导演的第一、第二

部作品。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能

通过故事让我看到一位刚刚崭露头

角的导演的本真，以及作为一位导演

的创造力。

《中国电影报》：您曾在亚新奖凭

借《绿草地》获得荣誉，后来在类型片

上也获得成功，成为了许多青年导演

努力的目标，您个人也通过监制一些

电影，以及公司的项目和计划等来帮

助更多的青年导演。在帮助他们成

长的过程中，您觉得他们遇到的问题

是哪些？

宁浩：每个时期都不一样，我们

那个时期确实是遇到了费用问题。

那时产业还没有形成没有市场，拍电

影根本没有回收的可能。当然那个

时候也有别的困难，有技术门槛。作

为一个导演必须要了解胶片等等问

题。现在其实技术门槛已经降得很

低，大家都可以买一台5D，甚至手机

都可以拍摄影像作品。那么现在的

问题是管道渠道信息多样化，对于新

导演来说，做选择以及认清自己的定

位是最困难的。

“人人都会写字了，也不代

表王羲之就多了”

《中国电影报》：我们知道您曾经受

益于新导演培育计划，现在您自己也在

扶持新导演，现在的创投跟扶持计划特

别多，如何看待资本跟新导演之间如何

建立一种良性的健康的关系？

宁浩：既不要像过去一样给饿死

了，也不要过分地拔苗助长。我觉得

新导演切忌操之过急。对待每部作

品，就像面对最后一部作品去做。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导演应该

为了观众的喜好妥协吗？

宁浩：观众喜好和您个人叙事风

格之间如果有冲突，你可能会选择有

共性的话题。不能拿一部分的观众

涵盖所有人的审美。当然，每个人也

有不同层面的需要和审美。所谓的

去迎合观众，我认为，即使你想做也

有可能做不到。所以当然你可以谈

一些最有共性的话题，对吧？这样，

我们可以谈一些最基础最有共性的

话题，但问题是当你谈到这个命题比

较个体化的时候，要尊重人的真实感

受，因为你自己也是观众。

《中国电影报》：十几年前您作为

一个新人导演，那时候碰到的大环境

和机遇，与现在的导演碰到的环境机

遇有什么不一样吗？

宁浩：我们那时候最头疼的就是

钱。谁也不会花上百万打水漂。因

为没有电影的市场，没有行业，拍完

电影不知道去哪。但是有一帮很热

血的青年电影从业者，如果一旦得到

一个拍电影的机会，大家真的是不计

成本，不计时间。

现在，影像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与

此同时，我们也有了很大的稳定的电

影市场。在我们有了很大的电影市场

之后，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在这

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应该发

掘更有价值的作品，不要被一些纷乱

的所谓的机会给“拉跑”。所以像您说

的，现在门槛降低了，但仍会有一些作

品是良莠不齐的。人人都会写字了，

也不代表王羲之就多了。

《中国电影报》：作为新人导演，

他们最感兴趣应该是您怎么突围的，

当时从 0 到 1，从默默无闻到一战成

名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最宝贵

是什么？

宁浩：我觉得我最宝贵的就是从

来没想过这事。如果一天到晚想着

这个事，他肯定突不了围。我觉得不

要太功利。不要盯着说我为什么还

没有出名？我为什么还没有成功？

我觉得中国陷入到成功焦虑里面的

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在成功焦虑。成

功是一种赛跑制的体制，就是说你要

跑得快，哪怕跑到第二名你都不幸

福，一辈子跑下去。我觉得那件事情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多爱电影

这件事。如果你很爱这件事情，它不

成功你也会拍。当初拍第一、第二部

电影的时候，包括第三部，拍到《疯狂

的石头》，我们都不知道拍完了这个

电影会在哪里放。我也不知道拍完

了有没有人看，前两部就是只能在影

展上放映。拍第一部的时候我连影

展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会去哪里，你

就只知道说，你低头把它拍了就完

了。因为这是我喜欢的。

《中国电影报》：作为一个导演，

他的成功应该具备哪些关键因素？

宁浩：你必须得有一个必要的素

质，就是坚韧。还有应该有才华。当

然你可以作为一个平庸的导演生存，

但你不能作为一个平庸的导演去占

据别人两个小时的观影时间。

“‘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节”

电影节该向何处去？
听各大电影节主席支招

◎ 专访亚新奖评委会主席宁浩：

与其焦虑成不成功，不如“低头”好好把电影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