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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协开展义务植树暨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4月 17日，中国影协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与宋晓英、

辛明、佟凡、阎青妤等电影艺术家，以

及中国影协机关、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大

众电影杂志社的 40 余名党员干部职

工，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李家

庄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电影艺术家和中国影

协的干部职工同门头沟区清水镇有

关领导挥锹培土、提水浇苗，栽下 38
棵侧柏，为首都山区又新添一抹亮丽

的新绿。

张宏表示，电影艺术家一起为

建设首都的生态屏障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希望

今后有更多电影工作者参与到影协

系列公益活动中，用艺术诠释爱心，

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随后，大家又来到位于门头沟区

雁翅镇田庄村的京西山区中共第一

党支部纪念馆及崔显芳烈士纪念馆

学习参观。电影艺术家和影协的党

员干部参观了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

支部的诞生与发展的实物和珍贵的

历史图片，近距离感受红色岁月中的

革命情怀，缅怀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

卓绝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活动

进一步激发了电影工作者和影协的

党员干部热爱党、坚信党、忠于党、永

远跟党走的决心。参与活动的党员

们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铭记历史，

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林琳）

本报讯 4月 17日，第九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暨《中

国电影投融资调研报告（2019）》发布

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长张丕民等300余位嘉宾，就影视与金

融的合作经验与前景进行深入探讨。

张丕民在发言中表示，电影产业

健康繁荣发展，是建设文化强国、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环。资

本的加入提升了电影制作宣发水准，

促进了产业的全面升级。如今的电影

产业正在向规范化、专业化和规模化

等高质量方向发展，2018年末，一系列

中央及地方政策公布和实施，特别是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影视

文化产业和事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

度。当前，金融行业普遍面临着新的

转型，如何找到电影与金融两个领域

合作的结合点与平衡点，需要大家共

同研究和实践。

会上发布了《中国电影投融资调研

报告（2019）》，本次调研由聚影汇联手北

京农商银行等机构，使用专业、科学的研

究方法及手段，历时数月，深入走访调研

全国范围内的60余家金融机构、80余家

投资机构，共收集有效样本372份。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江平认为，这样通过走访

调研得到的真知灼见弥足珍贵。“为观

众提供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是电影

创作者和专业的投资者共同的梦想。

但由于缺乏深入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很长时间以来彼此充满误解，希望这

样扎扎实实的调研报告，可以让彼此

消除误解，携手共进。”

在签约发布环节，北京农商银行、

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十美娱乐（北

京）有限公司等共有多部影片和重大

影视文化项目现场举行了签约发布仪

式，意向签约额近20亿元。

（郑中砥）

本报讯 金砖五国合作首部女性

题材影片《半边天》近日推出终极预

告片和海报，五位女导演讲述的五个

女性故事在终极海报和预告片中一

一展现，现代社会中女性面临的问题

和压力也在女性视角的讲述中得到

全景式的展示和关注。

最新曝光的《半边天》终极海报整

体色调清新柔和，六位女性主演神态

各异，身后的背景分别是天安门、泰姬

陵等各国代表性的著名建筑，上方湛

蓝的天空则呼应了“半边天”主题，象

征着女性群体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终极预告片则用快节奏的凌厉

剪辑展开不同国家女性的日常生活，

节奏逐渐加快的音乐、不断释放蒸汽

的高压锅，暗示着当今女性群体面临

的各种压力。电影里各位女主角忙

碌的身影在快速剪切的画面中一一

闪现，“你还需要放假？”、“好多人嫉

妒我，打我小报告”、“如果不接受检

测，她就无法参赛”……简短而有力

的台词，生动而准确的表演，凸显出

《半边天》与众不同的精彩和意义。

如中国短片《饺子》中，王珞丹饰

演的职场女性在工作中遭到同事嫉

妒，紧张的工作氛围压的她喘不过

气。这一段真实反映了女性的职场

状态，仿佛男性表现优异就理所应

当，女性成绩出色便容易引来闲言碎

语，这种另类的歧视不仅来自男性，

甚至更多时候会源自女性；在南非短

片《性别疑云》中，恩通比作为一名优

秀女性运动员，在赢得比赛胜利后，

却遭到了对她真实性别的质疑与猜

测，然而真正的实力无关性别，偏见

往往比失败造成更大伤害。

《半边天》由北京西河星汇影业

有限公司出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暖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

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爱奇艺影业（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将于 5月 10日母亲节前夕正式登

陆全国院线。 （影子）

金砖五国合拍片《半边天》发终极海报

本报讯 由吴菁、曾家新编剧的

《烈日之寒》近日获得第九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创投会“最具商业潜力

奖”。该剧本去年也入围了台湾金

马奖创投会，是十部大陆入围作品

之一。作者之一的曾家新是前京华

时报电影记者，这是他潜心五年的

创作，“悬疑烧脑，不到最后一分钟

绝对不知道真相”。

评委会给该剧本的获奖理由：

《烈日之寒》讲述了一件看似寻常的

抢劫杀人案背后，扑朔迷离的真相。

故事充满戏剧张力、叙事结构独特精

巧，同时又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情感浓

度，是具有非常好商业市场潜力的犯

罪类型片。 （支乡）

本报讯 近日，中科雷欧与THX达

成 合 作 ，THX 认 证 的“ 好 声 音 ”

HoloSound将凭借卓越性能带给观众高

端、极致体验。

负责人表示，HoloSound 过美国

THX认证，旨在从专业的角度给观众更

多的保障，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走进

HoloSound 影厅，感受无与伦比的沉浸

式音频效果。

据悉，目前国际上现有的沉浸式技

术主要是基于声道扩展的沉浸式音频

技术、基于对象技术的沉浸式音频技

术，而 LEONIS HoloSound 集成了“声道

技术”+“对象技术”+“声场技术”，创造

了第三类沉浸式音频技术。

其中，声场技术是继声道、对象技

术之外的一项创新音频技术，包括声场

录制(Scene Recording)、声场回放(Scene
Playback)等功能，可以实现类似全景摄

像机的360°全方位声音录制，并通过还

音系统渲染播放，带来逼真、灵动的声

音体验。

此外，HoloSound可最多支持256个

声道输出，是其他技术的4-16倍。

THX 是卢卡斯影片公司针对商业

电影院制订的体系认证，THX认证是全

球视频、音频等商业影院、家庭影院器

材中独家专业认证标准。 （杜思梦）

本报讯 由藏传佛教萨迦派喇嘛

钦哲·诺布（宗萨钦哲仁波切）导演的

影片《嘿玛 嘿玛》，将于5月1日在“欢

喜首映”平台独家上线。

影片仅靠众筹而来不足300万的

制作成本，却集中了两岸三地顶尖的

创作力量，除了周迅，梁朝伟不拿片

酬、自费赴不丹客串出演外，从片尾

字幕中还可以看到：田壮壮参与后期

剪辑、杜笃之负责影片音效。

片名《嘿玛 嘿玛》，取自不丹寓言

的起始语，基本等同于汉语中的“很

久很久以前”。影片产自不丹，曾亮

相过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韩国釜

山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加

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

关注奖和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金环

奖，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影

片的代表，亮相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

节，展映期间一票难求。

片中故事发生在 24年前的不丹

丛林，以寓言手法，影射了网络时代

的社交规则和舆论生态，导演表示，

创作灵感来自于现代社交网络。“身

份在当下是个非常矛盾而有力的东

西，人们不希望完全暴露自己的真实

身份，而是享受这样一种权力——只

表达自己想要在别人面前营造的那

个形象。”

导演谢飞称这部影片“洗脑、洗

眼，惊艳、惊思”。演员章子怡看片后

也表示：“这部影片是我们时代的隐

喻。在科技浪潮的背后，影片运用不

同的面具，将其中角色与人性最初的

本能和情绪重新勾联。”

（姬政鹏）

本报讯 电影《难以置信》首映礼发

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导演陆小雅与一

众主创亮相，时光荏苒之感扑面而来。

电影由深圳市华圳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出品、北京通影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宣传，“第四代”导演陆小雅编剧并

执导，吴超、宋佳伦、剧雪、周也主演，刘

之冰、雷恪生、张竞达特别出演，将一代

人的青春成长与时代真实呈现。

作为“第四代”中唯一还在拍电影的

导演，观众仅通过陆小雅的言辞就能发

现她对电影的执着和热爱：“我爱着与我

生活在同时代的所有人”、“要用生命仅

剩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而且有意义的

事情，那就是拍电影”。谈及自己拍电影

的动力与初心，导演真挚的语言和发自

内心的热爱使现场不少青年导演、演员

等业内人士为之振奋与感动。

在《难以置信》首映礼的发布会现场，

不少业内“大咖”都甘心当一位“普通观

众”，曾与导演有过合作的著名表演艺术

家陈佩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等来

到现场支持陆小雅导演的新作，并留下

“零差评”的观后感。吴冠平观影后说道：

“陆小雅导演那些对单纯的善良、单纯的

信仰的理解，特别有一种古典美。”

电影《难以置信》作为一部别样的

青春电影，并未仅仅把视角放在校园和

青涩初恋之上，而是深入主人公心灵，

去追寻现实青春里最触动、最真实的部

分，通过时代洪流中的社会冲突、家庭

关系将主人公小东在迷茫中寻找信仰

的渴望呈现在观众眼前。

（关耳）

内容简介

本书完整记录了从新的《电影管理

条例》颁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

业促进法》实施，中国电影产业全面产

业化改革的历程，见证了中国电影从奄

奄一息到背水一战，最终重新回到文化

生活中心的历史性改变，分析了中国电

影通过开放改革逐渐从电影小国成长

为电影大国、从电影弱国走向电影强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规律，揭示了市场化变

革对于文化生产力的巨大解放。本书

提供了大量详实的数据、资料、文献，是

了解、研究、分析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产业、中国电影政策、中国电

影走向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对这一时期

中国电影的权威分析和动态展望，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产业指导意义。

内容试读

本书的内容并非是在中国电影辉

煌之后的总结。书中的所有篇章几乎

都是与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同步撰

写的，从2002年开始按照编年方式逐年

完成……

我一直认为，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

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体现了电

影主管部门的政治智慧、专业能力和某

种程度的风险承受能力。如今中国电

影市场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未来5年也

许能够达到甚至超越世界第一电影市

场——北美市场，国产电影在中国市场

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代青年电影

人正在崛起；尽管中国电影在市场化过

程中出现了市场不够规范，电影文化内

涵不足，电影观众接受水平参差不齐，

电影产业体系比较薄弱，电影国际化水

平不高等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我认

为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正是因为发展才

能让中国电影起死回生，所以也需要通

过发展来逐渐克服中国电影产业的局

限。发展中的问题，绝不能用倒退的方

式来解决，而应该用改革的方式来解

决。既然美国人能够做到通过市场化

手段打造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电影

文化，中国人当然也能够做到，只是需

要具备尊重市场、认识市场、调控市场、

引导市场的智慧和能力。也许，只要我

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理性、有序、健康地发展，中国定能够从

电影市场大国走向电影影响力强国。

再过10年，也许当我们出版中国电影产

业发展续集的时候，续写的将是中国电

影改革发展更加令人骄傲的成就。

本报讯 4 月 22 日，主旋律文艺电

影《匠心》首映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电影制片人代慧康，导演王凯阳，

携手主演马少骅、张迪、时男、吴珏瑾、

梁家桐、刘玉婷、刘梦珂等亮相。木雕

大师吴腾飞现身说法，讲解木雕工艺的

奥秘。

电影《匠心》讲述了雕刻大师陆明

松一世痴于木雕，在原则与情感中选择

与纠葛的故事。饰演陆明松的马少骅

曾诠释过孙中山、邓小平等伟人形象，

此番挑战匠人角色，马少骅表示，有了

新收获，也对传统工艺有了更深了解，

在他看来，“匠心”就是能工巧匠的工匠

精神，是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通过《匠

心》的拍摄，对我国的传统工艺有了更

深的了解。

谈及拍摄初衷，导演王凯阳表示，

起初并不了解东阳木雕，在下生活的过

程中，与木雕大师朝夕相处，深切感受

到了他们的工匠精神，而拍摄《匠心》正

是为了展现这些中国工匠的精神。

王凯阳介绍，为了增强影片的可看

性，整部影片采用了偏剧情片的讲述方

式，观众观看时会产生抽丝剥茧的感

受。他希望观众更能够体会角色的情

感，“雕刻技艺和匠人精神是本片的核

心与亮点，但是与此同时并不能忘记电

影最重要的是共情，是要让观众体会角

色的情感，从而传达理念。”

影片由北京坤林影视出品，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四

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峨眉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绿色中国杂志社、筑木文

影视联合出品，将于5月上映。

（杜思梦）

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暨《中国电影投融资调研报告（2019）》发布会举办

诠释“工匠精神”

主旋律电影《匠心》首映

◎《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

著者：尹鸿

责任编辑：郭晓鸿

字数：510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一版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朝伟周迅参演，章子怡谢飞力赞

《嘿玛嘿玛》欢喜首映近日独播

电影《难以置信》打造别样青春盛宴

“好声音”HoloSound过THX认证

《烈日之寒》获“最具商业潜力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