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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莉丽）爱奇艺

与大象点映日前在北京举行发布

会，宣布双方将面向青年创作者推

出打通线下线上、全生命周期的创

新发行服务模式，《棒！少年》作为

此次爱奇艺与大象点映战略合作

计划的开幕影片，也正式定档于 12
月 11日。

创新发行模式解决宣发痛点

电影拍完却因无法找到宣发

公司和无法支付宣发费用迟迟不

能上映，这是青年创作者经常面

临的困境，爱奇艺和大象点映此

次达成战略合作的目标之一就是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行业痛点。

在大象点映创始人、CEO 吴

飞跃看来，此次和爱奇艺达成战

略合作，将大幅度提升大象点映

的线上发行能力，为片方提供有

品质的独特发行服务。“此次和

爱奇艺的战略合作，可以帮助片

方打通线下线上的宣发全程，实

实在在提升影片的票房收入、网

络版权收入和线上点播的分成，

对于一些体量相对较小、需要精

耕细作的分众影片，特别是青年

导演创作的文艺片和纪录电影来

说，这显得尤为重要。”

爱奇艺近年来一直深耕布局

线上文艺院线，支持新导演，力

求发掘更多优质影片，让好电影

被更多人看到和喜欢。爱奇艺电

影中心总经理宋佳透露，此次战

略合作的目标是共同提供符合

“行业最优选择”标准的线上线

下联动宣发服务解决方案，“我

们会共同筛选优质的电影作品，

量身定制，提供线下与线上衔接

联动的专业宣发支持和精准营销

方案。让爱奇艺电影成为青年导

演可靠的优先合作伙伴，也让爱

奇艺平台成为电影用户认证的、

可靠的优质内容供给平台。”

提供全片单内容支持

爱 奇 艺 和 大 象 点 映 这 个 创

新发行模式的战略合作，得到业

内多家代表性机构的高度认同

与支持。

因《春江水暖》等影片在各大国

际电影节上频频斩获大奖认可的新

锐电影厂牌——工厂大门影业，第

一时间加入并成为其全片单内容支

持伙伴。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黄旭

峰宣布，其公司出品的影片未来将

与爱奇艺和大象点映展开线上线下

的深度合作。作为回应，爱奇艺与

大象点映也将在其合作计划里重点

推广工厂大门出品作品，大象点映

计划在放映环节单独设置“工厂大

门”厂牌单元。

《棒！少年》定档12月11日

电影《棒！少年》作为爱奇艺X
大象点映战略合作的开幕影片，也

于当日正式定档 12 月 11 日于全国

上映。此外，爱奇艺和大象点映战

略合作计划发布了首批片单。除开

幕影片《棒！少年》外，片单还包括

前不久在平遥电影展和釜山国际电

影节上获奖的《汉南夏日》以及《歌

声缘何慢半拍》、《情诗》、《回南天》

等作品。

本报讯 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

馆波兰电影展已于 11 月 24 日正

式启动，此次展映的《最后的家

庭（又名：末日家族）》、《单身星

球》、《尘封往事》、《沃伦》、《糜骨

之壤》和《无语之言》等六部作品

涵盖了家庭、悬疑、伦理等主题，

既延续了波兰电影的美学传统，

又不乏现代性的类型元素。据介

绍，此次影展自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9 日为期 6 天，将以网售 8 元 /
张的优惠票价回馈观众。

《最后的家庭》讲述青年托马

斯跟随父母到首都华沙开始新生

活的故事，影片获得第 69 届洛迦

诺 国 际 电 影 节 最 佳 男 演 员 奖 ；

《单身星球》以有别于主流爱情

喜剧的戏路，讲述了一个顶级脱

口秀主持人的爱情故事；《尘封

往事》以加害者后代的现代性视

角，追溯纳粹大屠杀的悲惨过往，

是一个关于忏悔、宽恕和铭记的

故事。《沃伦》的镜头直面大屠杀

本身，讲述了历史上惨绝人寰的

种族清洗事件，并以一位女性的

个体角度发出无声的控诉；《糜

骨之壤》是一部可看性较强的悬

疑类型片，剧本改编自波兰国宝

级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

小说，影片以动物保护为表象，

映射了社会对弱小群体的不公；

《无语之言》探讨父子关系，深入

剖析主人公对家乡的复杂情感。

11 月 24 日起，六天六部影片让观

众领略波兰电影的魅力。

另悉，2020 年中国电影博物

馆波兰电影展是由中国电影博物

馆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

任公司、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

承办，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联承星影业、影和广告

协办，12 月还将陆续推出西班牙

电影展和阿根廷电影展。

（木夕）

本报讯 第八届亚洲电影论坛日前

以远程会议和线上平台直播的形式举

行，此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

语电影研究中心、《当代电影》杂志社、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与创意传播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

系联合主办，论坛以“现实与展望——

亚洲电影再出发”为主题，包含两场主

题论坛、两场青年论坛。与会专家与青

年学者从不同维度切入，就2020年在全

球新冠疫情肆虐与世界时局变化的背

景下亚洲电影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开

了精彩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教授张燕主持论坛开幕式并

简要回顾了亚洲电影论坛在过去六年

来的成绩。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

电影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校戏剧与

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周

星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提出“在 2020
年全球时局变化之下，对亚洲电影的研

究与探讨亟需寻找新视野、新坚守”。

论坛联合主办方《当代电影》副主

编张文燕结合RECP协定、“一带一路”

政策等等因素，展望了亚洲电影的发展

前景。联合主办方浙江师范大学文化

创意与传播学院院长施俊天从宏观角

度阐释亚洲电影研究的重要意义，表达

了对亚洲电影论坛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随后的主题论坛上，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原主任饶曙光

研究员以《中国电影：再出发与“新基

建”》为题，充分结合疫情背景下的中国

电影产业现状，分析了中国电影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他认为，在中国互联网发

展快速的背景之下，电影的发展应当运

用互联网思维，开拓电影的多层面、多

渠道观影的通道来延长电影发行的产

业链条，实现影片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北京电

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中心中国电影

学派部部长贾磊磊研究员的发言以《亚

洲电影的文化通约性》为题，充分结合

殖民主义理论，通过分析亚洲地区相似

的历史经历、地缘政治等等因素，阐释

了亚洲电影中的文化通约性，展望亚洲

电影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

平聚焦“亚洲电影的世界视野和史学意

义”，通过对于亚洲电影与中国电影之

间的复杂关系与多维图景的思考，在全

球视野与史学视野上再次认识亚洲电

影与中国电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

长赵卫防研究员的发言以《近期港台电

影观》为题，充分结合香港台湾地区电

影的历史渊源与当下的社会境况，对近

几年来香港、台湾地区的类型电影创作

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

系主任黄望莉教授以《关于上海沦陷时

期电影史学研究中几个议题的思考

——以<新影坛>为分析对象》为题。通

过沦陷期的重要电影刊物《新影坛》的

解读，来展现了中国在沦陷时期的电影

创作状态，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切入点与思路。

《电影艺术》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

术中心研究员谭政带来了《印度电影产

业现状观察》主题发言。他运用详实的

数据基础分析了印度电影产业现状，指

出2018到2019年之间印度电影产业的

上升发展趋势。强调了宝莱坞电影对

于整个印度电影产业的重要意义，并对

印度地方电影的发展态势也做出了乐

观的预测。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

院副院长余韬副教授以《国际传播视野

下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几点思考》为

题，阐释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重要

性。重庆工商大学编导专业系主任黄

含以《2018-2019 伊朗电影产业与创作

概况》为题，对于2018到2019年间的伊

朗电影创作做了具体的梳理。北京师

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中央电视

台主任记者曹岩，就《日本电影“三位一

体”的样本价值》展开了发言。西安工

程大学王珊副教授结合《翱翔雄心》、

《别走爱情》等影片，深入浅出地分析了

巴基斯坦爱情喜剧电影中常见的类型

元素与创作特色。

当天下午的“青年论坛”上，来自全

国各学校的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亚洲不同国别的电影展开了别开生

面的发言和讨论。

论坛最后，周星教授代表主办方对

本次亚洲电影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

出，本次论坛凝聚了资深专家与年轻学

者，吸纳了传统理论与多元视野，充分

结合着当下的亚洲电影创作情况，密切

关注着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的文化未

来，对于亚洲电影研究有着重要的意

义。

（木夕）

“《向着明亮那方》起初并没有明显

的逻辑、定位，更多的是情感。”人们很

难想象，此话出自一个电影公司老板的

口中。

在本来影业总裁、动画电影《向着

明亮那方》总制片人王磊看来，《向着

明亮那方》是一部具备“爱的连接”，

触及中国现实生活的动画院线电

影。而为了这部电影，他也愿倾其所

有，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样一

部作品。

今天，在“从独立动画到院线动画

电影的探索，《向着明亮那方》创作畅

谈会”上，身为总制片人的王磊并不

比他身边的几位电影主创人员轻

松。如果说兼顾质量和上映档期是

几位导演目前最大的压力，那么王磊

的压力在于，需要在绘本行业和电影

行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人

们真正了解《向着明亮那方》是一部

怎样的电影。

《向着明亮那方》的出生

传递童趣和情感

此前，也许你并没有听过王磊这个

名字，但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

狼》你一定听说过。

2009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平均票房

还停留在数百万时，《喜羊羊》系列的第

一部大电影便拿到了1亿元的票房。当

年，这一成绩可是让很多真人大电影都

望尘莫及。此后，《熊出没》、《赛尔号》

等系列动画电影的出品发行，王磊也参

与其中。

不过，“喜羊羊”们的成功反而让王

磊陷入了反思。“究竟什么样的动画电

影才能更好地传递童趣和情感？”

在有《向着明亮那方》这个项目之

前，王磊常常陪自己的孩子读绘本。“其

实，这些年来国内的绘本进步非常快，

很多故事都非常具有张力，不仅帮助孩

子成长，更让成年人产生对生命的启发

和思索。”

不久后，由 8个绘本故事改编组合

而成的院线动画电影《向着明亮那方》

便诞生了。如果要给它一个更形象的

比喻，就是动画电影界的《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家乡》。

“《向着明亮那方》起初并没有明显

的逻辑、定位，更多的是情感。”王磊说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

此。“不过，影片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

标——把爱连在一起。”

《向着明亮那方》的样子

中国人生活的写照

《小兔的问题》、《哼将军与哈将

军》、《蒯老伯的糖水铺》、《萤火虫女

孩》、《翼娃子》、《小火车》、《外婆的蓝色

铁皮柜轮椅》和《阳光晒屁股》，正是上

述 8个原创绘本故事，组成了动画电影

《向着明亮那方》的基本框架。

而当天到现场的几位导演，也正在

用他们的所学所感，努力让《向着明亮

那方》以更加俊朗的面容展现在世人面

前。

《小兔的问题》的导演兰茜雅在刚

拿到要改编的几个绘本时，一眼就看中

了《小兔的问题》。兰茜雅说也许这就

是缘，因为《小兔的问题》绘本的风格她

非常喜欢。画面中有大量的留白，这也

给她的创作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在《小兔的问题》这个故事里，小

兔问妈妈“为什么你的耳朵长长的？”

妈妈说，“因为那样妈妈就能听见很远

很远的声音了。”“可是为什么要听那

么远的声音呢？”“因为妈妈要一直听

啊听，好听到小兔子传来的消息？”“可

是小兔子就在你身边呢。”“等小兔子

长大了，就要离开妈妈去很远很远的

地方了。”

兰茜雅说，《小兔的问题》用简单的

问答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在含蓄的语言下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

道理。

《萤火虫女孩》的导演李念泽表示，

故事中，主人公正面临他职业生涯的最

后一天，而自己接到这个项目时，正好

也处于人生转折的阶段。李念泽希望

在表达好绘本故事的同时，也加入自己

的人生感悟。

8个绘本故事，8位年轻的独立动画

人，所运用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其

中包括了水墨、定格动画、二维动画、三

维动画、彩铅、版画、拼贴等。

谈及这次的创作经历，《哼将军与

哈将军》的导演刘高翔表示自己就像

一名厨师，绘本原著者已经为他准备

了最新鲜的食材。“我的工作是找到最

合适的配料，体现出食材本真的味

道。”

有了上好的食材，也并非人人都可

以轻易做出美味佳肴。《翼娃子》的导演

陈晨便表示，《翼娃子》是一部彩铅风格

的绘本，在转化成动画电影的过程中，

如何在技术上加以实现，仍需要时间去

探索。

《外婆的蓝色铁皮柜轮椅》的导演

刘毛宁同样认为，动画电影是视听的艺

术，这些绘本都是国内优秀的作品，但

在转化成以视听为主的动画电影后，故

事内容就会显得有些单薄，而导演的工

作便是去丰富这些故事，这其中充满了

挑战。

畅谈会上，刘洵和甘大勇两位绘本

作者也来到了现场。现场，刘洵面对动

画人感慨万千，她表示自己也曾是一位

动画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这个行

业。在为人母之后，她开始接触绘本，

并成为了一名绘本作者。“无论是绘本

还是动画，优秀的作品都不仅仅是给儿

童欣赏的，同时也是给成人观看的。”而

她所创作的《翼娃子》，正是一个普通中

国家庭的生活写照。

在创作《小兔的问题》之前，甘大勇

已经做了20年设计的工作。在他看来，

绘本是孩子和家长一起看的故事，是孩

子和家长一同感受的人生哲理。

《向着明亮那方》的愿景

把真善美带到观众面前

《向着明亮那方》的上映档期定在

了明年夏天，这对于几位导演来说也是

一种无形的压力。

身为总制片人的王磊并不比他身

边的几位电影主创人员轻松。如果说

兼顾质量和上映档期是几位导演目前

最大的压力，那么，王磊的压力在于需

要在绘本行业和电影行业之间架起一

座沟通的桥梁，让人们真正了解《向着

明亮那方》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有人说，王磊搞的这部《向着明亮

那方》是在玩跨界，但王磊自己认为这

并非为了跨界而跨界。“我是真的被绘

本的故事所打动，真的想把绘本中的情

感传递给更多的人，而动画电影便是最

好的形式。”他认为，一部绘本是一个家

长和一个孩子之间的情感桥梁，但看电

影，常常是一个家庭共同的亲子时间，

而这些绘本中的道理往往成人同样受

益，于是自然有了“绘本+动画电影”的

形式。

为了真正展现绘本中的情感，王磊

特意找到了 8位年轻的独立动画导演，

希望他们能够创作出不一样的动画作

品。而王磊自己，则要利用合理的商业

模式，让这些优秀的故事尽可能地展现

在更多人面前。“商业和艺术其实并不

冲突，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把真善美带到

观众面前。”

虽然《向着明亮那方》尚在制作之

中，但王磊已经开始为下一个系列做筹

划。未来，他希望把选择绘本的范围扩

大到全世界。“如果电影真的可以传递

出优秀绘本的故事和情感，10亿票房并

非没有可能。”

（猫叔）

探索国产动画电影新形式

《向着明亮那方》，始于情感，成于匠心

第八届亚洲电影论坛云端开讲
把脉“后疫情时代”发展现状 助力亚洲电影再出发

中国电影博物馆波兰影展启动

爱奇艺与大象点映联手
线上线下联手打造全新发行模式

《蒯老伯的糖水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