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6.16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李佳蕾李佳蕾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要闻 5

全国

本报讯（记者 赵丽）6 月 12 日，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

坛“共圆百年梦·启航新征程”在上海举

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电影工作

者为实现产业良性循环凝心聚力，以优质

内容传递中国精神，构筑中国价值，彰显

中国力量。

2020年全国总票房达到204.17亿元，

而且年度票房前10名均为国产电影，占比

达83.72%。这是一串来之不易的数据，数

据的背后正是中国电影人的担当和努力。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

历史节点上，中国电影如何发掘多样题

材，提高创作品质，打造建党百年电影精

品？本场论坛邀请了国内电影企业“领军

人物”，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献

言献策。

坚持守正创新是关键

（中国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

今年是建党百年，一大批聚焦重大主

题的电影作品获得广泛关注。

傅若清介绍，今年中影集团策划了近

十部重大主题作品，如《悬崖之上》、《我和

我的父辈》、《在武汉》等，在创作过程当

中，主创团队更多的是聚焦在每一个百年

里，每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在历

史背景下）展现的风采和所做的努力。

他表示，通过近两年的摸索，中影寻找

到一条主旋律表达的成功路径，就是从小

人物的角度切入，用真情实意打动人心。

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上，要始终坚持守正创

新，这是未来电影再“飞跃”的关键。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取得好的社会

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收益。

傅若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摈弃了那些口

号式的、空洞的表达方式，更多的是和主

流观众产生共情共鸣。

对于主旋律作品如何在艺术性和商

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他认为，一部成功

的主旋律影片必须兼顾艺术属性、技术属

性和商业属性三个核心点。他表示这三

点也是贯穿了整个电影制作的链条，在创

作过程中，首要重视的是艺术属性，在制

作过程中则要强调技术的把控，当它成为

一个商品呈现给观众时，我们就要遵循商

业的逻辑。只有坚持这三个核心点，才可

能兼顾到社会和经济效益。

贴近人物真实表达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上海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

今年上影集团重点打造《1921》、《望

道》、《大城大楼》三部作品。电影《望道》

以党史重要人物、《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

首位翻译者陈望道的事迹创作而成；《大

城大楼》通过“90后”视角，展现上海的“大

城大爱”。

最近几年，观众对主旋律电影越来越

认可。王健儿认为，这背后至少有两条内

在的规律：第一时代性，第二真实性。所

谓时代性，就是影片所反映的人物、故事

在当下依然能引起强大的共鸣，比如电影

《望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主创

团队深刻地感受到，主旋律影片一定要贴

近当代的年轻人，贴近他们的思想和价值

观，这样才能真正引起他们的共鸣。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它需要有艺术地

真实再现，所以除了表演真实以外，还有

场景的真实、氛围的真实，才能把电影观

众带入到情景当中去。

他表示，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尽管

有很多难处，但也应该坚定方向，应该出

圈、破题、跨界，尽快打通“影视 IP+新消

费＋新场景”的模式，通过新消费和新场

景带来的衍生收入，反哺 IP的生产。

有感染力、有穿透力的艺术形象

才会打动人心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兼总裁于冬）

在建党百年之际，博纳影业将推出

“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

津湖》、《无名》。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有了新的变化，

就是除了电影主题之外，更多的是塑造艺

术形象。于冬认为，只有真正有感染力、

有穿透力的艺术形象才会打动人心。

与此同时，很多大制作的电影都是凝

聚了一大批电影厂，集中优势力量共同打

造，以求达到更高的标准。于冬举例说，

《长津湖》的幕后，除了集结了陈凯歌、林

超贤、徐克三位资深导演外，还有超过百

家的全球特效公司在为这部电影服务，

“为了逼真呈现冰雪天气里，士兵嘴里的

哈气，以及身上抖落尘屑这种细致入微的

画面，整部影片有 100多家特效公司共同

参与。”他表示，在疫情的情况下，能完成

这部电影，就充分体现了电影人在困难面

前迎难而上的韧劲。

打破套路，努力创新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

6 月 11 日，由光线传媒出品的《革命

者》、《狙击手》剧组亮相金爵盛典红毯，吸

引了众多目光。王长田表示，这两部主旋

律电影的创作，不仅要表达人物、主题，更

要争取成为能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印

记的精品。

拍摄主旋律影片，王长田认为，应该

要从态度上重视，不要当成任务，而是一

个创作的契机，“这是你对电影的理解”。

如何拍好主旋律电影？他表示，一是要找

到合适的创作人员，二是必须创新。“因为

创作主旋律影片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老

套、陈旧，新时代主旋律影片必须要打破

以往的套路，这样才可能被观众接受。”

尊重历史，“大事不虚”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

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

程武）

在主旋律影片的制作过程中，腾讯有

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在程武看来，主旋

律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历史，做

到“大事不虚”。他举例说，在拍摄《1921》
时，拍摄团队1：1还原建成一大、二大会址

相关的场景，力求所有场景都能精准还

原。第二就是要发挥电影作为影像，作为

光影的艺术特点。在《1921》的创作过程

中，主创团队始终坚持从人的角度出发，

将人物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最

后，一部精品主旋律作品的诞生，离不开

优秀的主创团队。

他认为，IP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过市场

和用户验证的好故事，和用户集体情感的

承载。所以，希望能够加大更多的好 IP，通
过腾讯影业的合力，让好故事生生不息。

真实地表现普通人的故事

（万达文化集团总裁兼万达影视

集团总裁曾茂军）

万达是唯一在全球拥有影院的国内

电影公司，首先要保证这些优秀的主旋律

影片能在海内外的万达院线得到高品质

的放映。

曾茂军分享了万达打造的两部主旋

律影片，一部是讲述武汉抗疫故事的《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一部是弘扬焦裕

禄精神的《我的父亲焦裕禄》。他说，在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上，有非常多普通

人作出了很多贡献，所以，这两部作品都

是反映普通人在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历史上奋斗的故事。

他认为，打造高质量的主旋律电影一

定要兼顾艺术性和商业性。主旋律电影

首先要有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加上艺术

创作，让故事更具商业性，让观众更容易

接受。

本报讯 日前，第24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见面会在沪

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纪录

片单元、动画片单元、短片单元评

委纷纷亮相。谈及即将开始的评

委工作，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黄建新直言，唯有通过反复讨论，

才能选出来大家心目中比较趋同

认可的作品。

每年的电影节金爵奖评审的

标准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张杨特别

强调影片要能“打动人”，动画片

单元评委王云飞也认为要让观众

有代入感，“一定要能共情”。

▶ 主竞赛单元：

选出趋同认可影片，

全力履行评委职责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

赛单元一直备受电影业内人士和

专业影迷关注，今年，主竞赛单元

共有 13部影片参与金爵奖角逐，

题材涵盖爱情片、悬疑片、黑色幽

默片等。

对于刚刚开始的评委工作，

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

席、导演黄建新笑称“讨论”是电

影节最大的优点。“我参加过那么

多电影节，包括国际上的，从来都

是大家不停讨论，因为都是专业

工作者和史学家、理论家，大家在

审美特点上都有自己的主张。”黄

建新认为“讨论对电影是一件大

好事”，“因为通过讨论，大家都懂

得求同存异的原则，之后大家会

倾向于某一些集中性，才能选出

来大家心目中比较趋同认可的电

影。”

评委邓超兼具演员、导演双

重身份，他曾凭借《烈日灼心》斩

获金爵奖最佳男演员。邓超认

为，近些年中国的电影产业越来

越好。路阳导演从《绣春刀》系

列到《刺杀小说家》，郭帆导演从

《流浪地球》到还未上映的《流浪

地球 2》，他们代表了中国电影工

业化应有的水平，让自己深刻地

体会到中国电影行业越来越

好。评委、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特

别有感于上海国际电影节对华

语电影的支持和包容，“我们可

以感受到上影节对海外华人电

影的拥抱。”

年仅 29 岁的周冬雨是金爵

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评委，但她

早已将金马、金像、金鸡等奖项收

入囊中。年纪轻轻担任金爵奖评

委，周冬雨最大的感受就是“荣

幸”。“能和前辈工作、共事，都是

宝贵的学习经历，我不会被‘最年

轻’的身份所限制，一定履行好评

委的职责，用评委的眼光和心态

进行评选。”

意大利电影人马可·穆勒是

中国电影人的老朋友，作为评委

的他特别为中国青年导演呼吁，

“我每年所接触到的中国青年导

演的创投作品，最起码有三四十

部，但是这些影片成片之后，进入

院线的可能性不多。”他说，现在

一些低成本的影片最多只能在电

影院放映几天，一个星期，甚至有

“一日游”的状况。“我真的希望中

国电影作品能够多样化发展。”

▶ 纪录片单元：

关注现实题材，

主题要打动人

近年来，纪录片在全世界范

围内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纪录

片的题材和表达方式也屡屡成为

业界热议话题。本届金爵奖纪录

片单元入围影片既有对现实生活

的纪录，也不乏对社会问题的

聚焦。

本届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

由导演张杨出任，他和上海国际

电影节的渊源颇深。张杨执导的

记录大理一年四季自然与人变化

的《大理的声音》曾入围第 22 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纪录片单

元，剧情片《岗仁波齐》曾在第 19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皮绳

上的魂》则斩获了当年金爵奖最

佳摄影。

从参赛者到评委，转变身份

的张杨谈及纪录片评判标准，直

言最重要的是故事能“打动人”。

“我从剧情片到尝试纪录片，已经

先后拍了三部纪录片。其实纪录

片和剧情片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

糊，他们之间有很多交叉的东

西。”张杨表示，“不管是主题还是

手法，最重要的是要能打动我、吸

引我的，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重

要。”

评委杨荔钠是一名女性导

演，无论是她此前拍摄的纪录片

《家庭录像带》，还是女性题材剧

情片《春潮》，都因对现实题材的

内涵挖掘赢观众好评。“现实类纪

录片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我

格外关注现实对我电影的影响，

因为我不是职业编剧，我所有的

信心和所有的基础肯定都来源于

我对生活的观察。”

评委、英国导演罗飞的纪录

片《六人》前不久在内地公映，“这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

英国导演拍了中国人的现实故

事，我们的制片人是中国人，摄影

是中国人。我觉得通过纪录片的

方式表达这么一个故事，是非常

好的机会，我希望以后也可以这

样做。”

▶ 短片单元：

拍短片积累经验，

年轻导演需扶持

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新加

坡导演陈哲艺曾凭借处女作《爸

妈不在家》荣获第 66届戛纳电影

节“金摄影机奖”,成为新加坡影

史第一人。陈哲艺自己在拍摄长

片前，曾拍了 10年短片。“我自己

非常热爱拍摄短片，年轻导演可

以通过短片积累经验，打好基本

功。哪怕是跟演员沟通，场面调

度等经验，我都是通过十年拍摄

短片慢慢积累的。”据悉，此次上

海国际电影节将集中展映陈哲艺

7部早期短片作品。

本届金爵奖短片单元共有15
部入围作品，动画导演出身的评

委王云飞看完参赛短片很是惊

喜，“这些短片可以让我在有限的

空间里和作者安静共处，看到他

们不同的思考和表达，是很好的

学习机会。”他刚刚完成了一部自

己的动画长片，耗时 5 年，“相比

而言，还是短片让人更放松，可以

用更放松的方式表达，不必拘于

形式。”

评委、荷兰摄影师基斯·范·
奥斯特鲁姆强调，“短片第一个镜

头就很重要，短片要在第一时间

吸引眼球。”

▶ 动画片单元：

历史题材可全新演绎，

创作者需要空间

金爵奖动画片入围作品有中

国传统文化题材，也有经典 IP续

集。动画片评委会主席、动画导

演常光希曾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厂长，他从业 40 年，也见证了

中国动画电影一路崛起。“100年

前，万氏兄弟在亭子间里拍摄了

中国第一部动画作品《舒振东华

文打字机》，从那时候到今天，中

国的动画已经突飞猛进，变化翻

天覆地。”

《哪吒闹海》是美影厂出品的

经典动画片，这两年则有不同的

以哪吒形象为主题的动画片在寻

求创新。常光希也十分推崇，“他

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把历史的题

材进行改造，进行提升，我觉得在

市场上受到很大受众的欢迎，特

别是对现在的年轻受众非常有吸

引力。”

谈及好动画片具备的“特

质”，评委、动画导演王云飞认为

“好的艺术形式是一样的”，“观众

要有代入感，要能共情，创作者应

发自真心去做。但现在流程还不

健全 ，希望给创作者更多空间，

让他们把个人的东西充分发挥出

来。”

本报讯 近年来，以《我和我的祖国》、

《金刚川》等为代表的众多主旋律影片，以

精深的主题表达、精湛的艺术表现、精良

的技术制作，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

收。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金爵

论坛上，制片人梁静、导演李骏、导演尹

力、编剧赵宁宇、导演郑大圣等不约而同

地表示：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影，

这些主旋律影片之所以越来越受年轻观

众欢迎，正是因为其表现形式受到观众的

喜爱。

主旋律电影就是主流电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开天辟地》，到

十余年前的《张思德》，北京电影学院教

授、《金刚川》编剧赵宁宇认为，中国主旋

律电影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九

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作，到电影

产业化改革初期，主旋律影片升级，像《张

思德》、《云水谣》、《铁人》等在叙事上、视

听美学上、人物定位上和观众共情上，给

了我们这代创作者很深的影响。到了当

下阶段，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电影人投入到

新主流电影创作中，各方面成绩都非常不

错，我们也是在探索中前进。”

说到中国主旋律影片，不得不提的领

军人物就是著名导演尹力，赵宁宇所提及

的《张思德》、《云水谣》、《铁人》正是尹力

的代表作。“大家更愿意管这个叫主流商

业大片，它们不仅获得了好口碑，而且获

得了市场的成功，有了更多年轻观众成为

拥趸。”在尹力看来，这些优秀影片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让主旋律电影兼

顾到了艺术属性、工业属性、科技属性、商

业属性。

生于演艺世家，从演员到制片人、出

品人、董事长，梁静先后参与制作《我和我

的祖国》、《金刚川》和即将上映的《革命

者》等主旋律影片。她认为，主旋律电影

其实就是主流电影，因为它的价值观就代

表了一种正能量，“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

这样的电影，而且都相对在商业上非常成

功，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探索。”

由李骏执导的灾难片《无限深度》将

于年内上映，他同样认为主旋律就是符合

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我们这次拍的是一

个平民英雄，讲述普通人在特殊的状况下

迸发出的一种无比强大的能量和勇气。”

作为《1921》的联合导演，郑大圣也提

到了黄建新导演在拍摄《1921》时和他说

的话“与其说是主旋律电影，不如说是主

流电影”，“我们所有电影工作者、创作者

都有一个共识，基于电影规律本身，我们

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主流电影。”

感动观众更为重要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电影工业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国产主旋

律不但在内容上赢得观众认可，制作技术

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李骏执导的《无限深度》就有 1600多

个特效镜头，但他依然坚持认为“观众之

所以愿意走入影院，是因为共同的情感体

验”。“我认为所有今天在电影院里进行的

技术革新，不管是 IMAX 或者是 CINITY，

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影院里共同去感受

这个凝聚力。”

尹力导演对梁静、李骏谈到的“共情”

深有感触，他真诚希望创作者在掌握了高

科技的今天，能够让创作回归“本心”。“不

管科技如何进步，不变的是艺术家在电影

中能够把最普通人的情感调动起来，从而

跟观众达到共情互动的艺术效果。”正是

因此，“所以电影永远让我们被吸引，永远

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动，同时也能够让我们

的创作感动更多的普通人和广大观众。”

尹力说。

郑大圣导演亲历了从胶片时代到数

字化时代的技术革新，但在拍摄《1921》
时，黄建新导演仍不停地告诫他说：“大

圣，不要被最新的、最炫的技术诱惑，为技

术去设计场面或者镜头。”每当在监视器

前看到演员们生动的面孔时，黄建新会经

常说：“你看，这是任何高科技达不到的，

这才是高科技。”郑大圣由衷地表示，“这

种真正内心深处火花的迸现，是任何高新

科技达不到的。只有在塑造人物、传递人

物内心世界时，高新技术才能为一部影片

加分。”

小人物成就大时代

《1921》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全景

式再现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先辈少年时；

《我和我的祖国》用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折射整个大时代的变化；《金刚川》展现了

炮火下小人物的群像力量……纵观近年

来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多的影

片将大时代背景和小人物的经历有机结

合。

“回到历史现场，他们就是一个个普

通人。只有回到人物本身，我们才有可能

更准确地去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郑大

圣表示，“包括他们之间激烈的抗辩，理论

的交锋，所有这些都应该回归到他的本

色，他们那时候还远未成熟，还远不是伟

人，就是年轻的普通人。比如我们在上海

档案馆的警务日志和东京警视厅档案馆

找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被追踪、警视厅可能

提前知悉了‘一大’召开时间地点等珍贵

资料。”

赵宁宇也认为要挖掘普通人的故事，

“除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外，普通

的战士、学生、工人、农民等，实际上有巨

大挖掘价值，可能是未来的突破口。”

尹力特别以《张思德》、《铁人》为例来

强调小人物的重要，“为张思德立传，就是

为最普通的人作传。这样的人构成了我

们事业的基础，千千万万讷于言敏于行的

小战士，构成了革命事业的基础。”他表

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的特质，但是在

普通人身上表现出来跟普通人不一样的

就是不俗。“即便那个最困难的年代，像王

进喜这样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人生

最标准的期盼。恰恰就是这样不俗的人，

构成了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

李骏的《无限深度》也将镜头对准了

小人物，“每个时期的观众都愿意看英雄

人物，英雄主义是不灭的。电影里虽然是

普通人，但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有强大

的能量，有救援的能力，有奉献的精神。”

梁静参与的《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从

写著名的大人物变成聚焦小人物，“要让

大家感受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个小人物带

动起来的，任何一个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

成长起来的。”《革命者》讲述了李大钊追

寻正确革命道路的历程，监制管虎，带着

徐展雄导演、编剧团队一起通过不同阶

层、不同职务、不同社会角色的八个角度，

来还原李大钊在他们心中的样子。

“这就将李大钊慢慢呈现在人们面

前，让大家知道他如何坚定信念，并带动

同样有信念、有热血的青年完成了这么伟

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关注

到小人物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

每一个小人物建立起来的。”梁静说。

金爵开幕论坛举行：

坚持守正创新，助力中国电影再“飞跃” 金爵奖评委见面会：

“讨论”是电影节最大优点
“动人”是好故事第一要素

“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金爵论坛：

主旋律影片积极拥抱市场
镜头对准大时代“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