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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创投单元引关注

本报讯 10月12日，第三届平遥电

影展进入第三天，《六欲天》、《热带

雨》、《气球》、《公牛》、《亡命之途》等多

部备受关注的影片进行首映，日本恐

怖片大导演清水崇在继《犬鸣村》全球

首映引发热议之后，当日大师班开讲

“我们被什么惊吓？——全球视野下

的恐怖片”，分享自己为国际观众拍摄

恐怖片的奥秘。

与此同时，本届电影展产业模块

的“发展中电影计划”和“陌陌·平遥创

投”的所有入围项目当日集体红毯亮

相，除入围“发展中电影计划”的 12个

正在制作中的电影项目面向产业嘉宾

进行推介外，“陌陌·平遥创投”的 12
个剧本项目也进行了公开陈述。

多部影片首映发布

10月12日上午，“藏龙”单元影片

《六欲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导演祖

峰、制片人李锐、编剧周洋、演员张倩

茹、侯秋海亮相。祖峰现场透露，《六

欲天》将于11月1日登陆国内院线，并

将于12月4日在法国公映。

“卧虎”单元另一部热点影片《热

带雨》也于 12 日进行了首映，导演陈

哲艺、主演杨雁雁及制片人黄文鸿出

席了发布会及影片映后见面会。此

前，陈哲艺已是在国际影坛备受关注

的导演，2013 年，他曾凭长片处女作

《爸妈不在家》一举夺得戛纳电影节金

摄影机奖等数十个国际奖项，新作《热

带雨》是他时隔六年的第二部长片电

影作品。发布会上，陈哲艺分享了他

在创作中最在意的三个要素，即“形

状、张力和能量”，“我的电影都尽量想

要做到一种诚恳、真实。希望它不是

个悲剧，而是悲中带喜，悲中还是会带

有一种温度。”

“影展之最”单元的两部影片《公

牛》和《气球》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进行

了中国首映。俄罗斯影片《公牛》曾入

围第 54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 2019 俄罗斯

Kinotavr电影节大奖。

《气球》是万玛才旦首部女性视角

作品，入围第 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

线单元、多伦多电影节及釜山电影

节。在映后交流时，针对导演影片题

材、拍摄手法等问题，万玛才旦与观众

进行了深入交流，“如果看过我的文学

作品，大家会发现其实我还是涉及过

很多不同的主题，在电影的话题方面，

我也在考虑未来进行更多的探索尝

试。”

当日首映了“类型之窗”单元的两

部影片：由日本配乐大师半野喜弘执

导、妻夫木聪与丰川悦司主演的《亡命

之途》，以及改编自导演本人漫画创作

的影片《5是最完美的数字》。

平遥影展进入“产业日”

项目洽谈“热起来”

12日开始，平遥电影展正式进入

“产业日”，16个从500多个报名剧本中

甄选而出的“陌陌·平遥创投”入围剧本

项目分上下两场，进行了细致的陈述

会。当晚，“发展中电影计划”产业推介

会继续展开，面向产业评审与数百名产

业人士进行公开陈述与推介。

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柯主

持了长达 4 个小时的“陌陌·平遥创

投”陈述会。各入围项目主创分别就

自己的创作理念、剧情介绍以及项目

未来计划和产业诉求进行了陈述。耐

安、顾峥、何韵明三位评审则细致而专

业地针对每一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提

出了选角、影像呈现、成本、市场预期

等方面的问询。

陌陌·平遥创投终选入围项目包括

李宇星的《舍利塔》、时晓凡的《荒野咖

啡馆》、王沐的《温柔壳》、张涛的《击壤

歌》、李洋的《怀疑》、阳子政的《飞驰的

一切必将汇合》、刘江江的《上天堂》、杨

平道的《劫匪爆红》、邢健的《秋后》、汪

浩的《急诊风云》、霍文泽的《皮卡爸

爸》、石铭华的《安魂》、王一通的《灾星

下的恋人们》、张撼依的《年轻力壮》、易

存宇的《万花筒》以及霍猛的《风声鹤

唳》。陈述会之后，平遥创投项目预约

及洽谈将一直持续到10月19日。

“发展中电影计划”入围项目包括

石鑫的《再见少年》、德格才让的《他与

罗耶戴尔》、刘泽的《又一夏》、高鸣的

《回南天》、王尔卓的《再见，乐园》、滕

语涵的《舞迪斯科特》、澈与炻的《伊比

利亚的派对》、李珈西的《幸福的她》、

梅峰的《恋曲1980》、许磊的《青玉》、郑

陆心源的《她房间里的云》以及漆锐的

《池塘》。 （郑中砥）

本报讯 10月13日，多部风格迥异

的影片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进行

了全球首映，包括“卧虎”单元影片《日

光之下》和《咿嘞呜！》、“藏龙”单元影

片《蕃薯浇米》和“类型之窗”单元的阿

根廷影片《跟踪》。本日焦点影片还包

括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得主《我们

的母亲》以及“印度新电影”回顾展的

两部影片《幻镜》和《婆罗门村的驴》。

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第三场学术

活动“印度新电影”论坛也在 13 日举

办，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印度电影深度

研讨会，“印度新电影”导演代表、《幻

镜》导演库马尔·沙哈尼，《印度电影简

史》作者阿希瑟·拉贾德亚克莎以及平

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马可·穆勒共同

探讨了印度新浪潮影片的学术价值，以

及它们为当下电影创作带来的思考。

晚间，“遇见卡洛·沙特里安”影人

派对在平遥电影宫举办。派对以柏林

国际电影节新任艺术总监、担任本届

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的卡

洛·沙特里安为核心人物，众多电影人

云集。“之前我在洛迦诺看过很多中国

电影，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希望未来

能够看到更多的华语电影，”卡洛·沙

特里安说。他更在派对上宣布，柏林

电影节将新设一个以鼓励年轻导演为

主的竞赛单元“遇见”，并欢迎中国电

影人踊跃参与。

此外，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

柯在主持影片映前见面时多次呼吁观

众不要屏摄，“电影工作者与制片公司

的创造跟劳动需要得到尊重，谢谢大家

的理解“，引发众多网友支持。

（郑中砥）

本报讯 10月13日，《蕃薯浇米》导

演叶谦，影片作曲徐林，演员肖懿航一

同出席该片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展映

活动，并与媒体、观众进行了现场交

流。

影片由归亚蕾、杨贵媚两位实力

演员主演，讲述了寡妇林秀妹抚养两

儿成家后，发现自己曾经“被需要”到

现在“无关紧要”的现实转变。经历了

唯一好姐妹青娥的死亡触动后，已过

七旬的她决定要在死神来临之前再次

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存在感。

《蕃薯浇米》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青葱计划”第二届五强及第二届平

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项目，

这次以更为完备的姿态亮相，瞬间获

得了各家媒体及影迷的关注。值得一

提的是《蕃薯浇米》是叶谦跨界执导的

首部院线电影作品，他以往的标签更

多是一位独立时装设计师，通过对时

尚的把控传播闽南文化特色。作为土

生土长的闽南人，这次他将才华施展

到影视作品中。

当天展映现场座无虚席，在映前

见面会上，导演叶谦解释了片名的由

来：“片名取自泉州惠安闽南语‘地瓜

粥’的音译。我很喜欢它的汉字面意：

有水就有草有米。人们总期望在生活

中探寻各种意义，而生活本身的意义

其实就如‘蕃薯浇米’般朴素简单平

淡。因此‘不悲不喜’反而才是体验生

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蕃薯浇米》由北京中导协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中视合创（北京）影业

有限公司、上海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

司、优酷电影有限公司、大地时代文

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其麦影

业有限公司、北京映可大方传媒有限

公司出品，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宣传发行，预计将于今年

上映。

（郑中砥）

平遥电影展聚焦“印度新电影”
贾樟柯呼吁观众不要摄屏

归亚蕾杨贵媚主演《番薯浇米》
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

本报讯（记者 郑中砥）10 月 10
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山西晋中

平遥古城内的平遥电影宫拉开帷幕，海

内外众多资深电影人、各界嘉宾和国内

外观众相约平遥，享受一场影人大联

欢。

开幕红毯上，演员、导演陈冲，导演

谢飞、管虎、张一白、程耳、韩延、万玛才

旦、白雪、霍猛，日本导演清水崇，巴西

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演员梁静，上影

集团董事长任仲伦，《攀登者》演员张

译、何琳、陈龙、刘小锋、曲尼次仁，日本

女星三吉彩花，电影编剧、策划人史航，

电影编剧董润年，柏林国际电影展主席

卡洛·沙特里安，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

久松猛朗等多个电影节展负责人共同

亮相。

当晚，以“遇见电影人”为主题的开

幕式在 1500 座站台露天剧场举行。

2019 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誉主席、中共

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岩松现场致

辞，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复明宣布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正式开幕。随

后，吕岩松、张复明与2019平遥国际电

影展主席、中共晋中市委书记赵建平共

同揭开平遥国际电影展帷幕。

开幕式上，“第四代”导演谢飞、“第

六代”导演贾樟柯为“第五代”电影导演

张艺谋颁发了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颁发的“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

誉”。三代中国导演同台的一幕掀起了

开幕式高潮。“我是第一次来平遥国际

电影展，谢谢平遥把这个奖颁给我，平

遥国际电影展办了3年，像一个年轻的

小孩一样，希望 30 年后它会成为一个

了不起的电影展、成为中国最好的电影

展。”张艺谋说。

在容纳1500人的露天站台剧场与

谢飞、贾樟柯同台，让张艺谋感慨颇多，

他现场表达了自己刚到“站台”露天剧场

时的感动，“在座所有人都是因为爱电影

才来到这里。电影人一代一代，谢飞是

我的老师，小贾是我的学弟，四代、五代、

六代，一代一代的年轻导演，也是从平遥

电影展这样的电影节出发，实现自己的

梦想。希望大家为了电影努力奋斗，拿

出好作品，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新设环节

“平遥期待”也在开幕式上首次亮相。

该环节由五部电影预告片或概念片构

成，向观众隆重披露了未来一年中即将

登上大银幕的国内外电影，其中包括贾

樟柯导演的最新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 So Close to My Land》（原名《一个村

庄的文学》）、泰国著名导演阿彼察邦·
韦拉斯哈古的新片《记忆Memoria》、柬

埔寨导演宁卡维（Kavich Neang）《白色

大厦 White Building》，王晶导演作品

《不止不休》，以及程耳导演、贾樟柯主

演的新片《不浪漫Pseudo Idealist》。
开幕式后，韩延导演的金砖国家第

三部合作影片中国部分短片《邻里之老

街坊》作为开幕影片，进行全球首映，拉

开了本届电影展影片展映的序幕。

在整个平遥电影展期间将会诞生罗

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费穆荣誉、发展中

电影荣誉、陌陌·平遥创投荣誉及迷影选

择荣誉等多个荣誉。

10 月 11 日凌晨五点半，小高和他

的同学出现在平遥电影宫票证中心门

口，提前5个小时为上午十点半开始的

张艺谋大师班排队。有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是三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最

新的“排队纪录”。

“前一天有人说他们要四点半来排

队，我很怕排不到票，所以五点钟就去

了，谁知道来了才发现，那些人都在‘打

嘴炮’，我跟我同学成了最早到的人。”

小高说。

幸运的是，在张艺谋大师班因为排

队人数过多而不得不更换到更大的露

天“站台”剧场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

诉了排在第一位的小高。在可容纳

1500 人的“站台”剧场，小高坐在第七

排中间，兴奋地看着正前方的贾樟柯与

张艺谋对谈，5 个小时的等待不算白

费。

“我排队不是为了见到张艺谋这个

人，我关注的只是他分享的内容。”19
岁的小高正在山东师范大学编导专业

读大三，他的这句话，让人不禁想起多

年前贾樟柯因在小镇录像厅里看到《黄

土地》而走上电影的道路。

当年被“第五代”感召而投身电影

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如今与张艺谋

“大师对话”，在功成名就后的英雄相惜

中，更有种薪火相传的意味。当天的张

艺谋在学弟贾樟柯面前，显出了兄长的

坦率，几乎是知无不言地幽默回顾了自

己40年的电影生涯。

讲《红高粱》时代自己追求“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极致。

讲《秋菊打官司》中“过瘾”的偷拍，

每天派两组摄影师扛着摄像机，也不装

胶片，就去村子里对着村民、牲口、猫狗

“瞄”，一直“瞄”到“狗都不理了”才算

完。

讲《英雄》时期找几个理发店给

一百匹马焗油，齐刷刷焗成黑色的

趣事，坦言当时“最在意的是首都文

艺界的评论”，即使票房占比全年四

分之一，也仍然因为差评而深深觉

得沮丧。

甚至连《代号美洲豹》这样他从不

愿提及的影片，也在当天的大师班中被

拿出来回味，“现在看我这拍的挺好

的！拍得挺时髦的！”

在《影》之后，张艺谋已经有《一秒

钟》和《坚如磐石》两部已经完成的作

品，还有一部《悬崖之上》即将在年底开

机。期间，他还为新中国 70 华诞筹备

了大半年的国庆烟火晚会。很难想象，

即将70岁的张艺谋是如何保持着如此

充沛的创作精力。

“一个好电影在我心中是非常遥

远、非常吸引我的目标，我总是希望能

前进，能学习，马不停蹄学习，希望有进

步。我内心有强大的精神在促使我做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为稻粱谋，

也不是在追求名利，就是喜欢，就是发

自内心的喜欢。可能每个导演都是这

样，心中都有一团火，即使拍出来无人

问津甚至是‘一日游’，但……这，就是

电影。”张艺谋说。

电影是有魔法的

大师班的话题由张艺谋与电影的

结缘讲起。张艺谋回忆，自己是在变革

的时代背景下，偶然地把握住了恢复高

考的契机，从一个工人成为电影学院的

学生。“电影就是有魔法的”，张艺谋说，

“刚才我得知，凌晨就有人来排队参加

大师班，这么多年轻人，我很感动。我

相信你们也都是被电影这个魔法所吸

引。”

在众多年轻电影工作者面前，张艺

谋畅谈了自己导演处女作《红高粱》的

创作过程，毫不讳言地表示自己“不装

大师”，“我拍电影，有时候故事实在没

有办法了，就画面，就形式，哪怕被别人

诟病”。

谈到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张艺

谋回忆了独特的观影经历，“当年大家

看 16 毫米胶片机，一群人神神秘秘的

围在一个小房间里看，非常独特的体

验。第六代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和底

层人命运，完全跟我那种‘大喊大叫’的

电影是两个时代。”

“全世界导演的处女作都呈现出一

种独特感。我很在意处女作，所有的

‘第一次’都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就是人

一辈子不会改变的那个样子，在处女作

中都有。我现在仍然在追求创新，但是

现在再让我拍，像《红高粱》、《大红灯笼

高高挂》这样极端的东西，我就不会再

去做了。所以那时候很极端、不顾一切

地追求，那种大胆和勇气还是呈现在这

两部中，太可贵了。”张艺谋说。

面对时代变迁中如何创作好作品

的疑问，张艺谋直言，没有苦难也能够

拍出伟大的作品。

“过去我们说苦难是创作源泉，但也

不一定，我们那一代是从苦难中走过来

的，年轻人生活在飞速发展时期，没有经

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苦难，但也未必拍

不出伟大的作品。在任何时候，都有可

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我不认为年轻人一

定要经历过艰辛，国家现在发展了，互联

网时代是信息的大平台，主要是要思考，

要创新，要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现在看来，

“美洲豹”还是很时髦的

大师班上，张艺谋分享了电影从业

经历中台前幕后的诸多轶事，由《秋菊

打官司》调侃自己是“偷拍大师”，由《大

红灯笼高高挂》说到自己把南方氛围的

小说《妻妾成群》移到山西乔家大院进

行拍摄，让苏童“有点意见”，但自己不

管不顾追求极致。

在贾樟柯的提问下，张艺谋罕见地

详谈了《代号美洲豹》的创作过程，“当时

连娱乐这俩字儿都没有，电影是要讲文化

的，要讲上下五千年，没有娱乐这一说”，

所以拍完这个“娱乐片”后，评论界一片骂

声，张艺谋笑称自己是“只提过五关斩六

将，不说走麦城。多少年了，都不提这个

事”。但现在来看，“美洲豹”中前卫的表

现手法、对封闭空间的调度处理以及剧情

元素，都十分难得，“现在看起来，这部电

影还是很时髦的”，张艺谋笑着说。

对于曾经制造票房奇迹的影片

《英雄》，张艺谋分享，自己在筹备时，李

安的《卧虎藏龙》已经石破天惊、横空出

世，“我们都很沮丧，咱还拍吗？人家这

么成功，咱再拍怎么都是跟风了。”但拥

有商业眼光的制片人江志强为他组合

了“恐怕是史无前例的演员阵容”。专

程请几个理发店为一百匹马焗油的趣

事，引发现场阵阵笑声。

导演挑剧本

跟淘宝买东西一个道理

张艺谋坦言自己每一部电影都会

有不同的冲动和想法，希望去尝试新的

东西。在他还未上映的三部新片《一秒

钟》、《坚如磐石》、《悬崖之上》中，“只有

《一秒钟》改编自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记

忆，是我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其他两

部，都是“公司给我的，我一看还不错，

调整三个月、半年，就迅速开拍”。张艺

谋认为当前的好编剧太稀缺了，而“当

导演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你碰到一个好

剧本，稍作调整就能拍”。

“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一直拍。

我就是爱拍电影。导演不是作家，我们

是职业导演，擅长用画面讲故事，应该

发挥自己的强项，给我提供好剧本，我

就能一直拍，我们最缺的是好编剧。”

至于如何与好编剧“相遇”，张艺谋

的办法是，“我愿意去碰剧本，撞一个剧

本。大部分时间就像是你逛淘宝，就是

浏览，看到一个东西不错，你钱也够，你

就买了。这就是我们导演的心态。这

样更自由，更能随心所欲去碰撞生活，

去启发灵感。不费尽心思给自己设定

一条所谓正确的路。”

本报讯 10 月 14 日，由陌陌影业

和暖流文化联合出品的影片《不止不

休》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启动新闻发

布会。影片监制贾樟柯，青年导演王

晶，主演白客等主创人员悉数亮相。

贾樟柯将此次《不止不休》的团队

阵容称之为“贾家班倾巢而出”，他幽默

地向在场媒体分辨，“大家别误会，这位

青年导演王晶是我《山河故人》、《江湖

儿女》等几部影片的执行导演，不是香

港导演王晶，拍的也不是动作片。”

贾樟柯介绍，“《不止不休》的年代

是我非常熟悉的2003年，那时候我刚

刚开始在北京生活。电影以那个年代

的北京为背景，讲述一个年轻人在北

京实现了他的理想，而且他的理想帮

助了很多人，是根据中国发展进程中

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片中有

我们非常怀念的北京的氛围。”

作为陌陌影业自成立以来第一个

对外发布的影片，在《不止不休》发布

会现场，陌陌影业副总裁曾理表示：

“生产打动人心的高品质电影作品，是

我们唯一、简单的目标，力图呈现出令

观众满意的优质作品。”

发布会上，影片先导预告片和概

念海报同步释出。导演王晶介绍：“海

报上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开放设计，是

想给观众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同时

留白的设计所表达出的也不单单是主

人公这一个人物，而是代表在现实中

像主人公一样的为了生活，为了梦想

而‘不止不休’努力的人们。”

本片主演白客在贾樟柯的主持下

用“不止不休”造句，“希望我对表演的

追求不止不休”，表达了对表演的认真

态度。

发布会最后，陌陌科技总裁王力、陌

陌影业副总裁曾理、监制贾樟柯、导演王

晶、制片人刘小昭共同启动了影片《不止

不休》。据悉，《不止不休》即将于近期开

机，预计2020年上映。 （郑中砥）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举行
谢飞贾樟柯为张艺谋颁“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刑侦类型片

《追凶十九年》于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

展首映并举办发布会。影片由张猛监

制，徐翔云首执导筒，王泷正、宋宁峰

领衔主演，黄璐特别出演。有专业影

评人及迷影观众给出高评价，认为影

片“既类型又反类型”、“简洁、沉稳、完

成度很高”等。有观众称赞影片是“中

国版《杀人回忆》”。

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马可·
穆勒直言这部电影则给了他很大的惊

喜，“这部电影的类型在中国电影里面

很少有，而且年代感极强。”发布会当

天，片方释出三张角色海报，王泷正、

宋宁峰、黄璐的亮相极富年代感，而手

绘的人体轮廓意在指向“未知的凶

手”。

发布会上，导演徐翔云谈到影片

的类型化处理，“在案件的处理上，我

反而很少往犯罪、悬疑的类型元素上

靠，就是以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很多警察经历的连环杀人案就像

‘鬼打墙’一样，会陷入迷茫和失落

期。这个情况就很不类型片，但又很

真实。它对我是有触动的，就像钝刀

子磨人一样。”

谈到塑造角色，王泷正表示：“作

为一个演员，就是要在导演设计的情

境里把自己放空，忘记自己，把最准

确、最形象的瞬间放在电影里。”

据悉，电影《追凶十九年》由上海

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

品，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北京麦

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鼓山影视传媒

（天津）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2019
年11月22日登陆全国院线。（郑中砥）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

张艺谋：年轻人未必拍不出伟大的作品

贾樟柯监制青年导演王晶处女作《不止不休》

刑侦影片《追凶十九年》获赞“中国版《杀人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