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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致敬百年 传递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开启之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主题贯

穿始终，着力营造“党的盛典、人民的节

日”浓厚氛围。《1921》作为开幕影片与观

众见面，田华、张艺谋、张译、周冬雨等亮

相金爵盛典致敬伟大时代；“中国影视之

夜”、“上影之光”等活动集聚超强人气，

传递行业强势复苏动力；12部历年主旋

律故事片集中展映，串起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红色光影·致敬百年”电影海报展

回望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坚定电影人前

行信心；国内各大出品方、平台在电影节

发布最新红色主题作品片单，呈现正能

量强劲的市场格局……

本届电影节的影片展映特别策划

“百年征程·红色光影”单元，放映拍摄于

不同年代的《白毛女》、《永不消逝的电

波》、《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革命

家庭》、《英雄儿女》、《南昌起义》、《风

声》、《流浪地球》、《金刚川》、《武汉日

夜》、《柳青》等，带领观众走进影院，温故

而知新。

“新主流”、“青春气息”、“回到历史

现场”等成为本届电影节聚焦主旋律影

片的几大关键词。《1921》作为开幕电影

备受瞩目，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

席、《1921》导演黄建新在电影节上，倡导

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电影，加快推

进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国际化步伐。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金爵电影论坛以“共圆百年梦·启航

新征程”的话题启幕，坚定电影人在挑战

中寻找新机遇的信心和担当。国内电影

企业代表公布主旋律片单，创作计划延

续到整个“十四五”。

在“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重

塑想象·定义未来——中国科幻电影新

思考”、“虚拟与现实——电影制作新变

革”、“长三角电影合作”等论坛活动上，

嘉宾谈创作、谈产业、谈合作，充分展现

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决心与信心。

双平台模式“朋友圈”越来越广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严格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执行上座率上限

75%的保障下，为观众展映了来自 62个

国家和地区的 405部精选影片；“一带一

路”电影周展映首次走进长三角地区；线

上线下国际影视文化交流持续升温；金

爵奖评选、金爵论坛、青年影人扶持计

划、电影市场、电影创投、电影学堂、新人

培育等环节充满活力。

汲取2020年首次推出国际影视云市

场的成功经验，本届电影节恢复线下电影

市场，优化完善线上“云市场”，以线上线

下双平台模式，尽心尽力为中外电影展商

提供更加丰富完善的“上海服务”，也吸引

了更多海内外专业机构的参与。

据统计，本届电影节电影市场线上

线下展商共 459家，来自 45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海外展商占比近六成。虽然面

对面的国际交往减少了，但上海国际电

影节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坚持扩大和国

际业界的交流，把人请来，把平台搭好，

把渠道打通，让中外同行在这里“云交

流”、“云交易”、“云合作”。

各国电影大师集聚的电影学堂，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云对谈”模式，进一

步收获口碑。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

斯哈古，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

夫，与贾樟柯导演、万玛才旦导演等汇聚

电影学堂，分享创作感悟，对话电影未

来。每一场电影学堂的背后，都融注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多年来沉淀的工匠精

神。同为擅长表现故乡题材的“70后”导

演，贾樟柯与阿彼察邦的对谈温暖开场：

“疫情之前，我们经常在电影节见面、聊

天，疫情之后我已经两年没出国了，线上

线下对谈的方式也很好，没有阻断我们

的交流。”

尽管面对疫情挑战，第 24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评选依然成色十

足。据统计，今年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 4443 部。展

映影片中，世界首映 73 部，国际首映 42
部，亚洲首映 89部，中国首映 99部。亮

眼的数据源自上海国际电影节多年深耕

的行业人脉资源的丰厚积累，更来自于

全球电影行业对中国防疫抗疫取得卓越

成果的认可。

集聚辐射 共建共享

本届电影节深化电影创作生产合

作、强化全产业链合作保障，进一步凸显

创新创造策源地、交流合作大码头的平

台作用，积极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电影产

业发展壮大。

加速走在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上

海，正集聚产业能量。位于松江区的上

海科技影都自 2018年启动建设以来，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已集聚近 7000家影视

企业及工作室，覆盖影视创作、拍摄、培

训等，基本实现影视全产业链发展，今

年在电影节平台再次发布影视产业发

展重大成果，启动一批重要项目；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持续动态调整影视产

业专项资金政策，签约一批重点影视文

化企业，揭牌上海科幻影视产业基地，

并发布了 5G 数字影视创制云平台成

果；静安区在电影节期间发布《静安区

关于促进影视、电竞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从九个方面支持影视和电竞两大

文创产业在静安的发展，与上海市电影

局宣布将共同打造“影视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开展青年人才建设。上海国际

电影节正以强大的传播力，吸引海内外

电影行业的关注目光，提升中国电影产

生的吸引力和软实力。

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

国家战略，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各个办节

板块推动长三角地区电影的交流、合作

和发展。今年，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举

办庆祝建党百年重点影片推介会，让

《1921》、《童年周恩来》、《红船》、《图拉河

上的爱情》未公映便在上海引起了关注

的目光，三省一市的发行放映机构将加

强合作，重点推荐这批主旋律佳作。长

三角地区 30多家省市行业协会、电影院

线、影管机构的代表也齐聚电影节，为沪

苏浙皖的电影发行放映共商发展大计，

共谋产业未来。继去年电影节期间成立

“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之后，

这个联盟今年又在电影节平台上发布了

《长三角影视拍摄指南》（2021版），联盟

将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强联盟成员横

向交流，完善行业自律，提升协作能力，

赋能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的一体化联

动。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也首次

走出了上海、走向长三角，在杭州、宁

波、南京、苏州、合肥 5 座城市放映共计

36 场来自“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

机构推荐的最新优秀影片。自 2018 年

上海国际电影节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以来，这个电影共同体组织

日益壮大，目前已拥有 46 个国家的 53
个成员机构。依托电影节联盟这个独

特的平台，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到了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136 部电影

作品的报名。得益于联盟的丰硕成果，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以“打开心世

界”为主题，邀请电影人甄子丹、贾玲和

张小斐担任推广大使，共呈现 20部精选

影片，将精彩多元的“一带一路”沿线风

土人情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同时，也开

启了新一轮“一带一路”电影巡展，将带

着中国温度的《你好，李焕英》等电影佳

作推向世界。

助力新人 形成扶持体系

本届电影节守正创新、固本谋远，全

面优化青年影人扶持机制。韩帅、梁鸣、

饶晓志、王晶、曾国祥，五位在行业里已

经颇为人知的电影人，作为上海国际电

影节“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

划”的首批青年电影人，亮相本届电影

节。一个月后的戛纳电影节，他们将通

过视频方式亮相戛纳电影节戛纳电影市

场。这一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将帮助

他们获得对接欧洲电影产业的机会。

近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积极创新求

变，在与戛纳电影市场多年合作的基础

上，今年两大国际A类电影节达成“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实质

性新合作。这一由上海市电影局指导、

上海国际电影节和戛纳电影市场联合发

起的项目，将充分发挥上影节和戛纳电

影市场的平台效应，为中国青年影人提

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顺畅的成长通

道。电影节期间举办的 SIFF YOUNG论

坛上，宁浩、娜塔莎·德维莱耶等知名影

人现身说法，多方助力青年电影人可持

续成长，“孵化”更多新作佳片。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关注发现、培

养和扶持新人，近年来形成了以金爵奖

评选为核心，电影项目创投及训练营、短

视频单元评选等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优秀电影作品的孵化器与业界

发掘华语新人的重要平台，为期四天的

电影项目创投共收到 324个有效项目申

报，最终 31 个项目入围，活动期间共完

成 645 场洽谈，三轮“制作中项目”试映

会，SIFF PROJECT培育新人新作的生态

效应正逐渐显现。

历年创投项目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大放异彩：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

赛单元入围华语片《柳浪闻莺》的导演戴

玮从 2008 年的上影节创投一路走来；

2018年创投的“最佳创意项目”、章明导

演的《热汤》，今年亮相“名导新作”展映

单元；2018 年创投项目、曹金玲导演的

《莫尔道嘎》，今年成为“一带一路”电影

周开幕电影；张力导演入围第 2019年上

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的《冰下的鱼》，

选入今年“华语新风”展映单元；曾摘得

2009年创投“最具创意项目”的张猛导演

的《钢的琴》，此次进入“影史推荐”展映

单元。越来越多活跃在电影领域的青年

才俊，曾受益于电影节的新人培育扶持

机制，逐渐成长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中坚

力量。

影像滴水湖·48H 挑战赛作为上海

国际电影节首次尝试的限时影像创作赛

事，在短短 13天之内就收到 120个团队

报名，最终王人超导演团队凭借《她已失

去》从 8 个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赢得

“极限挑战者”称号。

惠及观众 传导温度

本届电影节，上海 40家影院共计放

映场次 1423 场，观影人次超过 32 万,举
办映后见面会 26场。观影人群中，除了

72.3%的上海影迷，还有大量从北京、杭

州、苏州、南京等地赶来的影迷。40家影

院从中心城区延展到嘉定、青浦、松江、

奉贤、南汇五个新城。展映覆盖范围更

广的同时，观影体验也更佳，国际通行的

电影放映技术规格如 IMAX、杜比、中国

巨幕、CINITY 等在电影节有了“大展身

手”的用武之地，也使得放映更具多元

化。

为营造人民的节日氛围，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除了影院展映，本届电影节还在滨港商

业中心、金桥国际商业广场、上滨生活广

场、松江云间粮仓文创园、奉贤区博物

馆、嘉定西云楼、环球港七个放映点进行

惠民放映，电影节期间的10天共放映27
部电影、60余场。

6 月 17 日晚，一批环卫工人受邀来

到虹口区的放映点，这些平日里用辛勤

汗水维护城市美丽的“美容师“，也在观

影之中享受到了电影的魅力与城市温

度。“露天放映是城市社区生活十分珍贵

的体验，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展惠民放映

活动，对人文脉络的重建有着积极的现

实意义。”电影《1921》的联合导演郑大圣

说。

6 月 12 日，电影节“百年征程·红色

光影”展映单元中的抗疫题材纪录电影

《武汉日夜》专门制作了无障碍版本，让

视障人士能通过影片的声音效果和耳机

里单独播放的解说音轨，共享这部催人

泪下的电影，再一次传递了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温度。

固本谋远 无远弗届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综述

6月的上海，随着金爵奖项的逐一揭晓，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闭幕。

把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得成功、精彩、难忘，体现了中国电影人的智慧、勇气和担当。“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全世

界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敬意，因为那是顶着困难去做的、有文化价值的事情。”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黄建新说。

作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举办的一次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电影盛会，本届电影节以安全专业为前提，主题鲜明、板块完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主题贯穿始终，着力营造“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浓厚氛围，成为全球如期举办且参与人数最多的国际A类电影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防

疫抗疫的伟大成果，传递了中国电影强势复苏领跑全球的信心和力量。

百年光影，步履不息。固本谋远、无远弗届。正如93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在电影节宣传片中所说，走过24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将继续“与电

影同行，向未来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