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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电影嘉年华将继续在中国（怀柔）影视

产业示范区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

内举办。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副部

长、怀柔区网信办主任、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办公室成员郭顺才表示，本

届电影嘉年华以“国兴家和，光影怀

柔”为主题，规划设置了 6大板块共 27

个活动项目，意在向众多参与者展现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

历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百年光影

长河”版块安排了密集的电影作品展

播及互动表演，既有经典老片，又有新

锐影人故事，还有传统武术打斗环节

以及经典电影歌曲群星演唱会，为影

迷发烧友们提供了一场长达半月、嗨

翻全场的电影盛宴。“电影科技体验”

版块相比去年有较大变动，除深受观

众喜爱的雪效特技展示以及 9DVR 虚

拟对战体验等项目保留外，本次将重

点打造科幻主题的虚拟拍摄沉浸式体

验。结合年初热映的国产硬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为游客展示电影工业的

最新视效科技。游客可以穿上“宇航

服”，在模拟“太空舱”中亲自体验星际

探险的奇趣。 （姬政鹏 李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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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看不见的客人》的导演奥里

奥尔·保罗执导的全新悬疑烧脑电

影《海市蜃楼》将于3月28日全国上

映。片方近日发布终极预告，在浓

郁的悬疑烧脑气息之中让观众再次

感受到了母爱的震撼与强大。《海市

蜃楼》全国路演正在火热进行，前日

开启的超前点映也吸引大批观众提

前烧脑。目前，影片的大V推荐度高

达 100%，被众多媒体观众称作“三

月绝对不能错过的最强悬疑盛宴”。

惊心震撼母爱颠覆时空

谜案反转莫测后劲十足

不同于前两支预告，在此次的

终极预告中，观众们能在浓郁的悬

疑烧脑气息之中，感受到强烈的母

爱情感和凶杀谜案的反转莫测。预

告一开篇就展现了在蝴蝶效应影响

下的新时空里，贝拉在失去女儿的

痛苦中近乎崩溃，在所有人都否认

贝拉脑海中的幸福记忆的真实性

时，执意要找到女儿的她不得不在

有限的 15 小时中颠覆时空。曾在

《看不见的客人》中震惊了所有观众

的母爱主题升级延续到了《海市蜃

楼》中，而此次在震撼之余将给观众

到来更多的惊心与感动。另外，预

告中公开了更多关于“杀妻案”的细

节线索：“安赫尔杀害了他的前妻，

他连一直苍蝇都不会伤害；尼克目

睹了凶案一切，柏林墙倒后前妻跟

别人跑了。”仅仅在一分多钟的预告

中就能展露出众多诸如此类的反转

对立情节，影迷不禁惊叹：“导演保

罗的新作《海市蜃楼》必然后劲很猛

啊！”值得一提的是，《海市蜃楼》是

导演保罗的正牌全新作品，从剧本

创作到影片执导再到作品风格，都

由保罗亲自操刀，并且是保罗风格

的一脉相承之作。

3月不容错过的最强悬疑片

《海市蜃楼》点映提前引爆口碑

日前，《海市蜃楼》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了超前点映，收获诸多赞

誉。“极度烧脑”、“意想不到”、“细节

完美”、“保罗超神”等成为了映后观

众评论的高频词汇。因保罗导演的

神级悬疑前作《看不见的客人》而迫

不及待来“尝鲜”的影迷评价道：“保

罗导演在悬疑这方面展现出惊人的

能量，保罗的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前

卫又直观，故事的诠释跌宕起伏，紧

凑又扣人心弦。本以为《看不见的

客人》只是昙花一现，《海市蜃楼》却

用梅开二度给我惊喜！”而首次前来

体验“保罗式”悬疑的观众，也被深

深震撼，他们表示：“一开始以为自

己掌握了线索，越看到后面越发现

全都是海市蜃楼，不到最后一秒都

不要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已经被

保罗导演圈粉！”甚至已经有媒体和

影迷将该片称为：“3月绝对不能错

过的最强悬疑片！”

悬疑佳片《海市蜃楼》将于3月

28 日全国上映，预售现已开启，等

你前来烧脑解谜。 （木夕）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来到浙江传媒

学院广电陈列馆参观考察，来自海宁

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徐九斤现场放映了

老新闻纪录片。

看到徐九斤，车俊第一句话就问：

放电影放了多少年了？徐九斤回答：

从 1982 年开始就在农村放电影，现在

还在海宁和桐乡等周边地区，为学

校、农民等放映电影。车俊说：要向

你学习、向你致敬！

在陈列馆现场，徐九斤还带来了

自己珍藏的部分老电影杂志、电影海

报。听说徐九斤投资 500 多万元建立

了九斤电影珍藏馆时，车俊现场表

示：你的博物馆保存了这么多的老电

影资料，还能为群众坚持放映，你真

了不起！

徐九斤是海宁许村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1982 年，22 岁的他加入了农

村电影放映队伍，从此和电影结下了

不解之缘。那时候，因为电视机还没

普及，每一次电影放映，都好像是一

场盛会。徐九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在沈士报国大队放映的《保密局的

枪声》的时候，当时来了近 10000 人。

电影放映放完了，设备都收起来了，

现场的小伙伴还没走光。

当时，放映的条件十分艰苦，徐九

斤独自骑着自行车或是拉着板车去村

里、学校放映。从凌晨 5 点忙到晚上

结束是常有的事。常年的奔波劳累让

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盘突出症，疼痛

难忍，后来去杭州做了手术。但是，

术后仅 1 周，徐九斤又急着去放映电

影了。

不过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电视机逐渐普及开来，电

影放映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到 1995 年，与徐九斤一起共事

的几个放映员也都改了行，徐九斤

做了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办厂搞副

业，来支撑自己坚守农村电影放映

的阵地。他说，如果当初自己也放

弃了，那海宁的农村，可能早就没有

电影看了。

近 40 年来，徐九斤除了在海宁

放映电影，他还会去桐乡、余杭等周

边地区。从村庄到学校，从企业到

敬老院，总行程近 40 万公里，共放

映了 20000 多场电影，观众达 600 多

万人次……

徐九斤对于电影的热爱和乡亲们

的热情有着极大的关系，但真正让徐

九斤动起建立电影收藏馆念头的缘

由，是 2005 年的时候，他去北京参观

中国电影博物馆。当时，他被馆中

1500多部电影、4300多张图片、200块

银幕以及大气华丽的设计给震撼得无

以复加。

他从那时起，就开始暗暗下定决

心，一定要在自己的家乡海宁，建造

一座属于自己、属于家乡的电影珍藏

馆。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九斤电影

珍藏馆”，供大家们免费参观。

“九斤电影珍藏馆”位于徐九斤在

海宁许村沈士的家中。近 40 年的电

影收藏和农村电影放映经历，让徐九

斤积累了数百张老电影海报、40 多台

电影放映机、200 多部电影胶片，以及

一些电影杂志。

目前，“九斤电影珍藏馆和浙江传

媒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电影文

化方面的交流，年均接待大中小学生

及群众参观一万多人次。

（影子）

40年来共放映电影两万余场，观影人次超600万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
点赞海宁农村电影放映员徐九斤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聚焦“家·国”主题

近500部中外优秀影片集中展映

车俊（右）与徐九斤合影

本报讯 3月21日，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举行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陈

名杰，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王珏，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张小光，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巡视

员、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董明，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怀柔区

网信办主任、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成员郭顺才出席发布会，介绍电影节总体情

况、特色亮点、“北京展映”筹备情况和嘉年华筹备情况，并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本次发布会还公布了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总方案和特色亮点。今年恰逢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主题设为“家·国”，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系列活动，

希望通过隽永纷繁的光影，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

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办于 2011 年，

几年来北影节始终秉承着“共享资源，

共赢未来”的宗旨，倡导“天人合一，美

美与共”的核心理念，努力推动各国的

电影交流。由国家电影局指导，北京

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的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4月 13
日至20日在北京举办。在传承往届精

神的基础上，努力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充分整合资源，创

新形式，展现中国电影实力。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精彩纷

呈，既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

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

坛、北京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

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还有特别策

划的“印度电影周”，以及“注目未来”

单元、电影音乐会、“经典京剧电影”单

元等300余项活动。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

书长王珏表示，本届“天坛奖”将继续

遴选全球优秀影片，在面向全球征集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品的优质电影

基础上，选取 15部入围。组委会共收

到来自 85个国家和地区的 775部影片

报名参赛，其中境内报名影片 107部，

境外报名影片（含港澳台）668部，报名

影片数量、出品国家和地区数量均较

上一届有明显增长。

同时，组委会邀请7位著名国际影

人组成评奖委员会，综合思想性、艺术

性和观赏性等几方面标准，评选出分

别荣获 10个奖项的佳片，在闭幕式上

颁发。电影节开闭幕式将于 4月 13日

和20日在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

举行。王珏表示，开闭幕式典礼以及

红毯仪式，典礼将紧紧围绕“家·国”主

题，体现中国风、北京情、国际范，强化

电影元素，突出仪式感，以生动、鲜明

的形式展示出最深沉、最厚重的家国

情怀。

北京展映将于4月6日至20日在北

京30家商业影院、电影机构以及高等院

校举行。本着多元包容、交流共享的原

则，在全球范围内遴选近500部多题材、

多风格、多国别的优秀影片，并精心设

置了“特展—新中国成立 70 年”、“焦

点”、“一带一路”等16个展映单元，为影

迷提供难得的观影体验。

北京策划·主题论坛部分共安排了

6场论坛，定位高端，聚焦前沿。4月14
日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电影主题论

坛”致力于探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

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和主流电影创作；4
月15日举行的“艺术电影论坛”则将关

注点放在了探讨艺术电影内容创作和

院线策展人培训方面。此外还有探讨

电影技术从业者如何更好实现想法，提

高工作效率的“电影科技国际论坛”；侧

重院线经理培训和影片推介的“国际电

影市场论坛”；国内主流互联网影业高

管探讨互联网大电影时代的“互联网电

影主题论坛”以及探讨中印两国合作交

流、经验共享的“中印电影对话论坛”。

本届电影节的电影市场改名为北

京市场，将于 4月 16日至 19日在北京

国际饭店举行。主要针对中外重点企

业、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制片人、发行

商、投资机构，开展招商展会、项目创

投及签约仪式等活动，着力构建更专

业的交易平台。今年的电影嘉年华活

动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大亮点，以

电影为主题，规划设置了6大板块共27
个活动项目。除此以外，电影节期间

还将举办特别策划活动“印度电影

周”，以及“注目未来”单元、电影音乐

会，电影推介会等一系列活动，形式多

样，各具特色。

今年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

映”单元开办的第九年，为了满足大家

对这场“光影盛会”的期待，组委会选出

近500部作品，分为16个单元，于4月6
日起，在北京的30家商业影院、艺术影

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5天的集中展

映。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影

节“北京展映”单元特别策划了“特展-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年”，回顾中国电影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张小光表示，今

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

重要历史节点，七十年来，新中国的电

影产业经历了辉煌的历史进程，不管

是在商业上还是在艺术上，中国电影

都已经成为了世界电影中不容忽视的

力量。为此，在今年的北影节中，我们

特别策划了“特展-纪念新中国成立70
年”，对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一次

梳理与回望。

本次特展包含“流彩时光”、“镜寻

东方”两个部分，以时间为脉络，以点

成线，以线连面，从多角度呈现出了中

国在70年里的岁月流变以及新中国成

立至今的70年间中国电影人所取得的

非凡艺术成就。

张小光表示，除电影放映外，电影

节还邀请了重要影片的主创和专家来

到现场，为广大观众提供一次难得的

观影和交流机会。“特展-1939 1959
2019：光影奇遇”立足1959年向前后延

展目光，用“好莱坞往事”、“新浪潮回

声”、“华时代风景”三个子单元，追忆

电影史上的伟大作者，展现中国电影

文化主体的不懈努力。“焦点”单元也

是力度非常，多位世界重量级导演，包

括但不限于黑泽明、阿方索·卡隆、蔡

明亮、张律的专题放映和特别策划，势

必为众多影迷提供一次丰富多彩的光

影盛宴。

此外，北京展映还汇聚了一年来

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中斩获大奖、备受

好评的影像佳作，以“一带一路”为串

联，对沿线国家的优秀电影作品拾遗

补缺。除此之外，本次展映还有“中国

故事”、“视野”、“真实至上”等多个版

块，力图为更多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

口味的人们提供光影体验，共同感受

电影艺术的无尽魅力。

为了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个舒适

的观影环境，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延续去年的合作影院规格，在北京范

围内，选取了 3 类共 30 家展映影院。

其中包含以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

为代表的主题影院 4 家；以百老汇电

影中心、保利国际影城为代表的商业

影院 24 家；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农学

院光华大学生影院两家高校影院。

分布地点覆盖北京大部分地区，便民

惠民的设计，有利于各区影迷就近选

择影院，参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观影

活动。

基于2018年淘票票和北京国际电

影节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为影迷提供

的优质观影体验，今年，双方决定将合

作更进一步延续。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 会 与 淘 票 票 正 式 签 署 了 2019
年-2021 年的三年合作计划。未来三

年，淘票票将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北

京展映官方独家售票平台。

本届电影节的电影市场更名为北

京市场，将于 4月 16日至 19日在北京

国际饭店举行。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

京市电影局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副主席陈名杰表示，北京市场持

续时间和场地面积与往年相比有所增

加，时间由 3 天延长为 4 天，面积扩大

20%，在延续往届“电影要素”、“项目创

投”两大平台的同时，全新推出“版权

交易平台”，形成更加完善的全产业链

布局，凸显出北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

推动力和影响力。更值得期待的是，

本届项目创投板块首次增设了“制作

中项目”环节，为已获得拍摄许可证的

优秀项目提供前后期支持，促进优秀

项目落地。版权交易平台邀请到十家

国际知名版权商参展，为中外影片市

场交流搭建了便捷的通道，将有力地

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

中华文化魅力。

◎嘉年华活动异彩纷呈

◎北京市场全面扩容，力促发展

◎“特展-纪念新中国成立70年”

◎七大主体活动类型多样，精彩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