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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电影局

发布《“十四五”北京电影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以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和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

长期规划（2019 年—2035 年）》等文

件精神为依据，对照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要求，对“十四五”时期北京电

影发展进行了谋篇布局。

《规划》系统阐明了“十四五”

时期北京电影发展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组织实施等。提出着眼 2035 年建

成文化强国远景目标，围绕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和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按照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总体

框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

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创作生产优秀电影作品为中心

环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加快完

善制作发达、技术领先、资源集

聚、人才云集、精品荟萃的电影产

业体系和完备、便捷、高效、优质

的电影公共服务体系，为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推

动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

进做出北京贡献。

《规划》锚定 2035 年我国建成

电影强国目标，提出北京要“努力

建设电影强国核心区、电影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率先建成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电影高地”。北京电影

发展要努力实现七个主要目标，分

别是：一是勇攀电影创作高峰。稳

定电影产量，实现电影创作生产整

体质量大幅提升，每年承接国家重

点电影项目 5 部左右，每年推出市

级重点影片 30 部以上，力争每年票

房过亿元的京产影片达到 20 部左

右，获得国家级电影奖项位居全国

前列。二是市场更加成熟繁荣。

到 2025 年全市影院超过 300 家，城

区和主要乡镇基本形成 3 公里影院

圈，布局结构更加均衡合理，市场

规模稳居全国城市前列，平均单体

影院、单块银幕票房和综合经营收

入全国领先。每年京产影片票房

占国产影片总票房的 50%以上。

三是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国有电

影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做优做

强，骨干和带动作用明显提高。民

营电影企业更加发展壮大，行业龙

头企业和专精特新电影企业大批

涌现，电影基地（园区）不断拓展升

级，国际一流电影创制中心基本建

成。四是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

升。积极承接国家电影高新技术

研究实验室建设，推出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电影科研成

果，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取得重大

突破，电影工业化和特效制作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五是公共服务不

断优化升级。城乡一体化电影公

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乡镇影院建

设有力推进，农村电影放映进一步

提质增效，覆盖城乡的电影公共服

务网络不断拓展，服务质量和服务

效能显著提高。六是传播力影响

力持续增强。北京“中国电影窗

口”作用更加凸显。合拍影片类

型、题材更加多样，质量不断提高，

京产电影海外市场快速扩大，国际

传播力影响力大幅提升。七是光

影氛围日益浓厚。“电影+”发展新

模式不断创新，北京国际电影节

“电影名片”作用显著增强，北京环

球影城溢出效应和拉动效应凸显，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电影文化体

系建设取得新成效，电影对提升北

京国际化大都市文化软实力和文

化品位的作用更加彰显。

对照主要目标，《规划》提出

实施“七大提升工程”，打造“七大

新高地”，分别是：实施创作质量

提升工程，打造电影精品生产新

高地。加强创作统筹规划，提高

创作生产组织化水平，强化内容

创作引导，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建

立科学的评论评价体系，建设剧

本创作孵化中心和电影评论评价

中心。实施市场主体提升工程，

打造电影产业发展新高地。壮大

电影企业实力，深化发行放映机

制改革，支持影院优化发展，推动

电影基地（园区）升级。实施科技

赋能提升工程，打造电影创新创

造新高地。支持高精尖电影技术

装备的研发，鼓励互联网技术和

自主创新技术在电影领域应用，

建设世界领先的电影后期制作中

心，促进科幻电影产业的发展，使

北京成为电影高新技术研发的策

源地、国际电影后期制作首选地、

科幻电影创制和首映的重要基

地。实施惠民质效提升工程，打

造电影服务消费新高地。创新服

务体制机制，提高服务效能水平，

丰富活动形式内容，促进实现文

旅融合。实施传播能力提升工

程，打造电影海外推广新高地。

以电影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擦

亮北京国际电影节金名片，构建

国际影视摄制服务体系，拓展中

国电影国际发行网络。实施智力

驱动提升工程，打造电影人才集

聚新高地。造就一批战略人才，

培育大批青年人才，发掘一批创

新人才，打造电影名家大师辈出

之地、电影新力量输送之地、创新

人才发展理想之地。实施治理能

力提升工程，打造电影发展环境

新高地。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依法治理

效能，落实相关配套政策。

《规划》在系统谋划的基础上，

聚焦重点任务设计项目抓手，通过

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共设置 7
个专栏 27 个工程项目。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第一期伯乐影视沙

龙落幕，活动以“影视爆款金曲是如何

诞生的”为主题，邀请到音乐制作人、

作曲家彭飞、作词人王海涛、创作人李

聪三位嘉宾，向观众揭开影视歌曲制

作背后的秘密。

谈及影视音乐创作，嘉宾们不约

而同聊到了共情。李聪称自己能在命

题创作中享受到“游戏的快感”，最重

要的就是“和大众共情找一个连接”。

彭飞表示赞同，他认为电影音乐和电

影一样，之所以能让观众有代入感、产

生共情，是因为创作者“站在观众的角

度，以他的眼光看世界”。

据《我要我们在一起》制片人胡璇

透露，热门曲目《这世界那么多人》在

电影拍摄前就已经完成创作，王海涛

表示虽然没有画面的参照，但是他和

彭飞都深深被剧本打动，看完“就知道

这歌要往哪去”。彭飞对这首歌也感

慨颇深，称促成莫文蔚演唱“是我们的

运气，也是她的运气，大家都做了对的

选择”。

主持人张文伯谈到营销是基于电

影本体的二次创作，“歌曲就是内容营

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拿《这世界那

么多人》举例，歌曲第一天上线，电影

的关键指标就达到一个峰值。

关于歌手的选择，张文伯提到电

影宣传曲习惯运用非专业歌手或是

片中演员来演唱，目的是“让歌离电

影更近”。彭飞称选用演员一般是翻

唱歌曲，这种歌曲爆红机率很小，像

《萱草花》这首歌比较特别，因为“张

小斐表演很成立，给观众一种特别的

代入感”。 （花花）

本报讯 日前，由导演贾樟柯监

制的电影《怒江》在云南腾冲举行了

开机仪式，导演兼编剧刘娟，总制片

人蒋浩，主演王砚辉、邓恩熙等一众

主创悉数亮相。《怒江》曾于 2021 年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拿下两项大奖，

故事以一场扑朔迷离的跨境追凶为

核心事件，两个主人公之间的情感

关系极具张力。

贾樟柯表示，在第一次看到剧

本时便被刘娟创作的故事所触动，

“故事很饱满，内在很有力量，在类

型上也有创新；此外，它的关注群体

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边境小城的留

守少年需要更多来自于家庭和社会

的呵护与关注。”

《怒江》凭借精彩动人的故事和

跨境追凶的类型元素，在第三届金

鸡电影创投大会一举获得厦门制

作推介优胜项目及凤凰传奇影业

的签约投资，导演刘娟也摘获最具

潜力导演荣誉。2013 年，导演刘娟

曾在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的

扶持下拍摄了电影长片处女作《初

恋未满》，并凭借该片荣获第十六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

委会特别奖。

（花花）

本报讯 日前，由黄明升执导，任

贤齐、任达华、方中信、谭耀文、吴卓

羲领衔主演的《边缘行者》宣布 4 月

2 日清明档期率先开启全国点映，同

时发布全新“除暴升级”预告与“锋

芒毕露”群像海报。

《边缘行者》故事背景聚焦 1997
年。黑白困局下，多方势力矛盾激

化，暴力事件频发，时局易逝，巨变

临门，黑帮龙头林耀昌（任达华 饰）

对亲信阿骆（任贤齐 饰）委以帮派

重任。多重身份的阿骆在黑白边缘

行走，一场除暴行动正悄然掀开反

杀的序幕。

“锋芒毕露”版海报中，嚣张卧

底、黑帮龙头、警界上峰、帮派悍将

等势力鲜明的人物集体曝光。藏

身于至暗之中的众人在黑白混沌

下伺机而动，狠戾的眼神、错落凝

视的视线也暗示着众人物的正邪

交锋一触即发。在这之中谁是朋

友谁又是敌人？一切都无法预料，

黑与白宿命般的劲敌，终将拉开终

极对决的序幕。

该片将于 4 月 15 日全国公映。

（影子）

北京市电影局发布
《“十四五”北京电影发展规划》

贾樟柯监制《怒江》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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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

《杨得操家的幸福》

讲述了通过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

的精准帮扶，助推贫困户和贫困村改

变面貌的故事。

上映日期：3月29日

类型：剧情

导演：王勇

主演：翁新/田瑞/田艺

出品方：庆阳黑格儿影视

发行方：庆阳黑格儿影视

《草原大作战》

大灰是一只狼，却不小心中了魔

法变身为一只羊。得知狼群要袭击

羊群的时候，大灰决定领导羊群与狼

群抗争。

上映日期：4月3日

类型：动画/喜剧

导演：邢海顺

编剧：邢海顺

出品方：海宁亿海天城影业

发行方：锋尚锐志传媒

《精灵旅社4：变身大冒险》（美）

在精灵旅社125周年庆典派对上，

一场意外使德古拉带领的精灵家族首

次变身成人，而约翰尼则成了怪兽。

为了寻找治疗方法，他们开启了一场

欢乐又刺激的冒险之旅。

上映日期：4月3日

类型：喜剧/动画

导演：德里克·德莱蒙/詹妮弗·克

鲁斯卡

编剧：格恩迪·塔塔科夫斯基等

出品方：美国哥伦比亚

发行方：中影/华夏

《密室逃生2》（美）

讲述六位曾玩过“米诺斯密室”并

幸存的冠军玩家再次被卷入世界顶级

密室逃脱游戏的故事。

上映日期：4月2日

类型：悬疑/惊悚

导演：亚当·罗比特尔

编剧：玛丽亚·梅尔尼克等

主演：泰勒·拉塞尔/洛根·米勒/霍

兰·罗登

出品方：美国哥伦比亚

发行方：中影/华夏

本报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的最新 DC 超级英雄电影《新蝙

蝠侠》近日发布“成为蝙蝠侠”特

辑。导演马特·里夫斯从孩童时期

就超爱蝙蝠侠，对这一风靡 80 多年

的人物有着非常独到的理解。此

次，他致力于呈现一个凡人“成神”

的前史，也令观众在心目中对“蝙

蝠侠”有了新的认知。

《新蝙蝠侠》并未把重点放在

“超级”，一味突出上天入地的视听

轰炸，而是将焦点锁定在“英雄”和

“电影”，创造性地刻画了蝙蝠侠在

孤独迷茫中的成长弧光。在“成为

蝙蝠侠”特辑中，导演马特·里夫斯

认为：“蝙蝠侠的故事让你能够探

索到自己的内心，他是个非常人性

化的角色。”因此，观众看到的这个

初期的蝙蝠侠就像是普通人，有自

己的情绪和纠结，充满令人迷醉的

破碎感。

“布鲁斯·韦恩真实的底色，到

底是蝙蝠侠还是布鲁斯？”这不仅

是粉丝们热衷探讨的问题，也是片

中人物正在探索的问题。罗伯特·
帕丁森表示：“出于某种原因，蝙蝠

侠总是挺身而出，布鲁斯不知道成

为蝙蝠侠是否能起到作用，或者无

所 不 能 ，他 只 是 觉 得 必 须 要 这 样

做。”在对抗黑暗的过程中，布鲁斯

逐渐认清了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

也对“蝙蝠侠”的身份产生新的认

知，成长为真正的蝙蝠侠。

蝙蝠侠以凡人之躯不断对抗黑

暗，初期的他没有战无不胜的超强

战力，却已经具有坚不可摧的正义

信念和英雄情怀。他的成长经历

令很多观众感叹，“时常 EMO，时常

不知所措，几乎被本能驱使着学习

成为英雄”、“帕丁森版蝙蝠侠身上

那些伤疤，是战斗的痕迹，也是英

雄成长的勋章”。

“成为蝙蝠侠”特辑中，管家阿

尔弗雷德的饰演者安迪·瑟金斯认

为，此次蝙蝠侠的成长故事不是战

斗力的打怪升级，更多的是“关于

什 么 是 善 ，什 么 是 恶 的 心 理 学 研

究”。布鲁斯·韦恩化身蝙蝠侠惩

治罪恶，竭力想要救赎这座病入膏

肓的城市。而谜语人则站在对立

面，试图用非常极端的毁灭方式让

哥谭市变得更好。面对哥谭黑暗

深渊，两人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引发观众进行善恶思辨。有评论

写道：“正义邪恶两股力量，皆由痛

苦生长而来。一个主张救赎，一个

主张毁灭；一个走向戒慎恐惧，一

个走向仇恨癫狂。”深刻的电影主

题、复杂细腻的人物内心，《新蝙蝠

侠》细节满满惊喜连连，值得观众

多刷。

《新蝙蝠侠》由华纳兄弟影片

公司出品，马特·里夫斯执导，罗伯

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维兹、保罗·
达诺、安迪·瑟金斯、柯林·法瑞尔

等主演。 （杜思梦）

《新蝙蝠侠》发“成为蝙蝠侠”特辑

本报讯 近日，动画电影《草原

大作战》发布全新短视频。影片此

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点映，收获了

家长和小朋友的肯定。有家长说：

“画面和质感真不错，羊啊狼啊身上

的毛都很有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

很有那种迪士尼动画电影的感觉！”

也有小观众说：“动画片很好

看，很搞笑。我之前一直觉得狼

很坏，因为羊很可爱，很温顺，然

后狼要吃他们，动画片里狼变成

了羊，变成了羊以后狼特别搞笑，

也不坏了，可能是因为他不能自

己吃自己吧！”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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