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4 中国电影报 2021.08.04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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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投训练营：

资深影人“组队”未来之星

今年，北影节北京市场板块首推

创投训练营，并将首次在闭幕式发布

市场创投优秀项目。

2021年 2月 18日，在经过了第十

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创投训练

营的层层选拔之后，陈林鹏、陈羽嘉、

黄骁鹏、麦尔哈巴·伊斯拉音和周璟

豪五位青年导演从来自国内外227位

优秀青年华语电影人中脱颖而出，入

围了本届青创投训练营，分别与杨

城、赵晋、陈洁、王子剑以及付佳这五

位资深制片人组队，围绕主题投入短

片创作。

今年创投训练营的主题确定为

“复苏”。“复苏”代表着沉睡之后再度

归来，是倾覆过后恢复生机，符合当

下社会发展状态，稳定中促发展，挑

战中现机遇，具备与时代共情的

基础。

围绕这一主题，学员首先针对短

片故事文本进行了自由创作。创作

过程中，制片人、监制及顾问团导师

与青年导演一同推敲剧本，直至最终

定稿。紧接着，五组短片先后投入到

紧张有序的拍摄制作中。五个限时

创作的短片项目，也反映出了五组创

作者对于“复苏”这一主题的不同

思考。

其中，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壹

线影业 CEO 陈洁与香港浸会大学电

影学院电影电视与数码媒体制作艺

术硕士黄骁鹏组队。在陈洁的工作

日志中，“加强对导演的了解”、“尊重

导演的个人表达”等词句被多次提

及，在拍摄期间还表示“导演是剧组

的精神核心，要适时做动员，鼓励全

组继续支持”。

从 3 月 25 日开始短片的前期策

划工作，经过前期策划阶段的讨论创

作方向、选择合适的故事与创作方

案，到中期故事开发阶段，再到拍摄

阶段，直至 6 月 16 日拍摄期全部杀

青，6月 21日组织制片组进行线下复

盘。其间114天的跌宕、努力、协同推

进，使《老虎卡门》由最初的一个构想

成为了一部短片。

从文本创作、实地拍摄、标准化

后期制作到成片首映，制作团队中的

每一位成员，都在专业的制作过程中

获得了宝贵的成长。北京国际电影

节的创投训练营为青年影人提供了

一块专业的试验田，让他们的梦想得

以扎根，让他们的技术得以实践，让

他们的故事得以诉说。

据悉，不仅是黄骁鹏导演的《老

虎卡门》，陈林鹏导演的《除夕夜》，陈

羽嘉导演的《角度》，麦尔哈巴·伊斯

拉音导演的《黑眼睛的姑娘》，周璟豪

导演的《洛桑》等训练营的其他四部

短片也将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期间进行首映。

▶ 北京市场项目创投：

“攒好盘子”、“仔细把关”

“带一个故事来，换一部电影

走”。北京市场项目创投是北京国

际电影节多年来不遗余力地鼓励和

扶持有才华、有梦想青年创作者的

华语电影创投平台。每一年从初

选、路演到洽谈，北京市场项目创投

在尽力缩短着青年创作者梦想变为

现实的时间，而这个平台作为连通

中国电影新力量和产业资源的通

道，也和这些青年创作者一起成

长着。

对于电影产业而言，创投就像

是一个“枢纽”，一方面承载着青年

影人的梦想，另一方面也为整个行

业提供新鲜血液和优质内容。如此

使命之下，“攒好盘子”和“仔细把

关”都显得格外重要。

从 2020 年 12 月 21 日“贴出告

示”以来，北京市场项目创投共收到

839 个项目。由爱奇艺影业电影制

片人胡正东，泰洋川禾首席内容官、

制片人黄阳，壹同制作制作部总监

计婧，猫眼影业蓝气球工作室负责

人、制片人李锦，融创文化集团制片

人林杉，郭帆导演工作室制片人吕

游，恒业影业集团副总、电影事业部

总经理马双，光线影业厂牌青春光

线项目主管徐吉晴组成的初审评委

团历经近半年时间的评选工作，于 7
月 8 日选出了 30 个创投项目和 10
个 WIP（制作中）项目，入围第十一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复审。

本届项目创投复审评委阵容由

导演、编剧姚婷婷，编剧杨薇薇，制

片人、五元万象影业总裁姜伟组

成。在 15 天的复审面试中，评审们

面对这些年轻人，笔下是权力也是

压力。从业多年，他们了解青年导

演磨创作的默默艰辛，见过“江湖

骗子”不靠谱的夸夸其谈，自然也

就懂得藏在青年创作者急切眼光

后的迷茫。而评审们的任务除了

打分，更重要的是利用行业经验，

对相关项目进行考量和评估并提

出建议，从而帮助更多潜心创作的

年轻人，得到被资本和行业青睐的

可能。

杨薇薇表示：“首先要看有没有

提供一个清晰完整的剧本，有没有

生动有趣的人物以及明确的主题、

立意、表达”。姚婷婷则认为：“一定

要清楚自己作品的类型，而且一部

电影只讲好一件事，不要把所有想

表达的都塞在 120 分钟以内”。姜

伟更是坦言：“电影不仅仅是热爱，

青年电影人更应该把它当作一份工

作、一个产业来更实际地看待。”

7 月 29 日，第十一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北京市场项目创投经过复审

面试后，有 17 个优秀电影项目入围

终审路演环节，其中包括 10 个创投

项目和 7 个 WIP（制作中）项目，另外

10 个优秀创投项目和 4 个优秀 WIP
（制作中）项目也将在洽谈环节上集

体亮相。

不仅如此，入围前 10 的创投

项目和前 7 的 WIP 制作中项目将

于 8 月 12 日接受两位业内资深导

师的专业培训指导，获奖项目还

有机会获得国际推广奖，去海外

学习交流。

▶“注目未来”单元：

让年轻人看到世界，

让世界看到年轻人

“用中国的眼睛发现国际影坛新

人，以世界电影新潮流倡导艺术原

创”，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

来”单元的宗旨。“注目未来”单元自

2014 年创立以来，已经举办多届，入

选影片均为导演的处女作或者第二

部剧情长片作品，往届的“注目未来”

单元，曾甄选出《路边野餐》、《流浪诗

行》、《过昭关》、《俄国青年》等一批国

内外优秀作品。这一传统单元的持

续设立，意在鼓励电影原创精神，发

现推出新人，增进各国青年影人间的

合作与交流。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

未来”单元将于 8 月 13 日至 19 日举

行。今年“注目未来”单元依然会将

目标锁定在具有潜力的新人新作，邀

请国内外重量级电影人组成“注目未

来”单元国际评审团，并将表彰项目

升级为最受注目影片、最受注目导

演、最受注目编剧、最受注目女演员、

最受注目男演员、最受注目艺术贡

献、评审团特别提及影片等七大荣

誉，致力于以更多元的维度发掘出具

备不同闪光点的新人新作，为电影新

生力量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8月1日，本届“注目未来”单元国

际评审团名单公布，成员来自世界各

地，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包括多位国内

外知名的电影创作者、制作人、评论家

和作家。其中，英国电影人、影评家、

电影节策展人汤尼·雷恩任国际评审

团主席，他将和希腊导演、编剧扬尼

斯·萨卡利迪斯，中国女演员、导演、编

剧、制片人黄璐，中国小说家双雪涛，

中国制片人、策展人沈暘一起从入围

影片中，评选出七大荣誉，以国际视野

推出更多电影佳作。

让年轻人看到世界，让世界看到

年轻人，这是“注目未来”单元所包含

的希望、责任与使命。初出茅庐的新

导演、崭露头角的新作品，会成为明

日世界电影的中坚力量，也会为电影

这门古老的艺术带来新气象。未来

几天，本届“注目未来”单元的入围影

片或将公布，期待今年“注目未来”单

元能延续传统，在充分展示电影新人

洋溢的艺术才华，呈现当下国际新电

影的艺术潮流和美学。

▶“三星手机电影短片单元”：

鼓励青年导演创作，

探索电影无限可能

为了鼓励青年电影人进行更自

由、更多元的影像创作。本届北影节

还联合三星GalaxyS21系列手机推出

了“三星手机电影短片单元”。

征集公告显示，此次手机电影短

片征集活动从 5 月 28 日起开始正式

报名，所有报名影片需要全部使用三

星手机进行拍摄，且大众组影片时长

不低于 1 分钟，专业组影片时长不低

于 5 分钟，报名影片拍摄时采用手机

最大尺寸的拍摄模式，以提高视频的

清晰程度，画质分辨率不得低于

1080P（1920*1080）。

7月 28日，组委会根据报名者的

履历、代表作品及其他综合信息的考

量，最终选出了崔迪扬、邓迪、郑啸

寅、赵帅、张意烽、张青峰、王坦、王启

明、汪瀚韬、胡艺川等 22 名导演参加

本次三星手机电影短片单元的短片

拍摄环节。

在入围短片中，有多重时空交叠

的命运反转，有母女温馨时刻的定

格，有藏区独特文化符号下的人性拷

问，还有新疆小男孩对外太空的好

奇，类型多样、题材丰富。

为了对本次“三星手机电影短片

单元”入围导演作品进行综合、权威

的评定，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地

邀请制片人叶宁，编剧、导演束焕，导

演李蔚然担任评审推荐人。经过评

审推荐人的评定，入围作品将角逐最

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

辑、最具潜力等五项荣誉。

据悉，各项荣誉将于8月9日上午

举行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三

星手机电影短片单元”论坛上揭晓。

本报讯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4周年，电影《长津湖》发布了

一张海报，海报上，吴京、易烊千玺、

段奕宏、朱亚文、李晨、韩东君、胡军

饰演的志愿军战士在入朝作战前集

体望向中国的方向，目光中有不舍更

有坚定。影片也借此向全体中国军

人致敬，向71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万里山河，

有你皆安！

当天下午，“军人的荣耀——电

影《长津湖》八一特别节目”在中国电

影博物馆举行。主演吴京、易烊千

玺、段奕宏、朱亚文、李晨、韩东君、胡

军首度以自己的身份与片中饰演的

角色展开隔空对话，动情的讲述催人

泪下。在他们的讲述中，伍千里、伍

万里、谈子为、梅生、余从戎、平河、雷

睢生每一个角色都鲜活得仿佛曾经

真的来过，而他们也代表了当年无数

远赴异国他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志

愿军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他们选

择了远行，选择了牺牲，用热血和生

命铸就了军人的荣耀。当天，歌手张

靓颖登台演唱了影片的宣传主题曲

《最可爱的人》。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影片的出

品人、总制片人于冬，总监制及编剧

黄建新，监制及导演陈凯歌、徐克、林

超贤，历史顾问王树增亦在现场动情

分享影片创作过程。

于冬透露，《长津湖》的剧本是他

看过最长的剧本：“兰晓龙提交的剧

本有 13万字，精修后还有 6万字。原

定的拍摄期是两年，因为疫情的关

系，最后光是筹备期就长达两年多。

三位导演率领三大组人马，全部演员

要在三个组中去协调档期时间。这

部电影同时也创下了服装道具数量

之最，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期人员最

多的一次，达到了 7000 多人，加上后

期，参与这部电影的人次达到了 1.2

万。”而这么大的手笔，就是为了要拍

出一部能流传下去的经典之作，“抗

美援朝的历史，不光要让现在的年轻

人记住，也要让 50 年后的年轻人记

住！”

黄建新谈起影片的创作时表示，

“戏里有一句台词这么说的：我们把

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

再打了。我和凯歌导演都当过兵，对

这句话感触很深。这部电影里不光

有艰苦卓绝的战争，还有每一个活生

生的战士，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这

个民族不屈的灵魂。”历史顾问王树

增也表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没有

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人民追求幸福

生活的愿望。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至今流淌在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中，让

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

未来是光明的。”

陈凯歌表示，抗美援朝战争是

一场“不能不打又不得不打的战

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孕育

了一种精神，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为了让我们这些后人生活在

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的先辈们选

择把生命献给自己的国家，献给自

己的人民，献给自己无比热爱的这

片土地。”徐克介绍，电影拍摄期间，

每个人都像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

己，“因为我们都肩负着很大的责任

和使命。”林超贤表示，这是一部挑

战所有人意志力的电影，因为拍摄

难度相当之大，“但是像徐导说的，

当大家聚在一起，为了做一件有意

义的事而一起努力的时候，就没什

么好怕的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

拍一部好电影。”

《长津湖》将于 8 月 12 日全国上

映。

（杜思梦）

本报讯 7月31日，由北京峥爱公

益基金会主办，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 2021 年

全国“戏剧教育火种计划”公益夏令

营正式结营。

本次“戏剧教育火种计划”公益

夏令营共历时 13 天，邀请了国内 14
位戏剧教育行业专家，完成了13场精

彩的戏剧教育专业研讨工作坊，并创

作一场公益戏剧之夜，研讨总时长超

过 100 小时。同时，在三位火种导师

韩笑、刘铭冈、雷晓彤的带领下，为来

自全国 41 位一线学科教师进行戏剧

教育理念及方法培训，并在结营时展

示了教研培训成果。本次夏令营，还

特别发布“戏剧教育人才资助计划”，

支持青年戏剧教育人才成长，推动美

育课程发展。

北京峥爱公益基金会，由演员徐

峥、陶虹共同捐赠发起，在“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基

金会重点关注“美育+体育”的融合发

展，促进教育均衡，支持青年美育教

师、体育教师的培训发展和能力提

升，帮助儿童青少年获得优质的美

育、体育教育机会和资源，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火种计划”从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的冬令营出发，首站来到江西宜春

明月山并在此举办夏令营，希望能以

戏剧教育作为交流语言，以“快乐入

戏”的方式启发孩子的创造力，打开

生命教育的多元潜能，建立戏剧教育

与义务教育的沟通桥梁，以稳健的落

地活动传播戏剧教育理念，推动美育

创新，让“火种”点亮全国。

本次夏令营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

至 31日在江西宜春举行，共计 13天，

期间精心组织了13场涵盖传统文化、

童话故事、文学经典、生命美学等多

个议题的戏剧教育导师工作坊。夏

令营还特别邀请了享誉世界的昊宸，

讲授了一堂火种大师课，带来了他原

创的当代表演培训系统——戏道。

此外，“心灵成长导师”乐乐，也为火

种导师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

之旅。

（杜思梦）

本报讯 8 月 2 日，由徐峥、张一

白、郭帆、韩寒、文牧野五名导演共

同发起的“金钥匙创投”计划在北京

举办首场线下发布会，计划发起人

徐峥导演现场宣布吴京导演将作为

第六位发起人加盟“金钥匙创投”计

划，导演易小星、韩天将成为该计划

的特邀创作者，而演员黄轩、宋佳、

雷佳音和马来西亚导演柯汶利则将

作为“荣誉出品人”为年轻创作者们

保驾护航。

发布会一开始，“金钥匙创投”

计划发起人之一徐峥阐明了该计划

与其他创投计划的不同之处。“金钥

匙创投”计划作为一个类型片创投，

在创投之初就将喜剧、科幻、青春等

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让同一类型的

项目在一起竞争，让该类型中的好

项目更容易脱颖而出。同时，该计

划集结了徐峥、张一白、郭帆、韩寒、

文牧野五位擅长不同类型的导演为

年轻创作者分享类型创作经验，而

徐峥更是现场宣布吴京导演作为第

六位发起人加盟。

接下来，徐峥与身在各自片场

的吴京、郭帆、文牧野三位导演进行

了视频连线。正在《我和我的父辈》

片场的吴京遭遇了暴雨，“战壕全淹

满了”，吴京希望更多年轻创作者加

入军事动作片这一类型的创作中，

“因为我身边太缺人了，我只懂我自

己的类型，在我类型的世界里面，人

才非常非常的少，小马拉大车是不

行的。”而忙于《流浪地球 2》虚拟拍

摄的郭帆坦言，为《流浪地球》做物

理特效的一些公司已经倒闭，人才

流失让他同样希望有新鲜血液加入

科幻类型的创作中，他愿意分享经

验让后来的创作者少绕弯路。正在

筹备《奇迹年代》，同样被暴雨所困

的文牧野则对社会题材更为关注。

活动现场，徐峥宣布演员黄轩、

宋佳将成为“金钥匙创投”计划的首

批“荣誉出品人”，他们将会深度参

与到该创投计划选出的青年创作者

的作品中，用自己的加持为青年创

作者保驾护航。

谈起对这一创投计划的期待以

及与新导演合作的标准，黄轩笑称

自己很想出演喜剧和公路片，并谈

起了被青年导演周子阳用一封信、

一顿饭打动，从而放弃自己的休息

时间与周子阳一同合作《乌海》的经

历，认为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历极

为难忘。而宋佳则谈起了与青年导

演李霄峰合作《风平浪静》的感受，

虽然戏份不多，但宋佳却觉得与李

霄峰的合作“特别新鲜”。宋佳认

为，“年轻创作者能打动我的地方就

是特别野，特别大胆，他们可能没那

么成熟，没那么有规矩、有经验，但

他们的表达激情特别炙热”。

导演易小星、韩天则作为“金钥

匙创投”计划的“特邀创作者”上台，

分享自己在行业里的成长经验。易

小星认为，现在的时代是对于创作

者特别好的时代，拍摄条件的更新

换代让拍摄本身不再成为困难，困

扰他们的反倒是急功近利的创作心

态。韩天则提出，年轻创作者容易

茫然，而“金钥匙创投”计划则能让

年轻的商业片导演学会如何让自己

的作品更类型化，更工业化，更容易

让自己的表达得到观众的共情。

现场随后宣布了“金钥匙创投”

计划的作品征集情况，自 6 月开始

征集作品以来，该计划已经征集到

了 829 个多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报

名，报名时间将于 9 月 30 日正式截

止。

（姬政鹏）

■文/姬政鹏

深耕精作十一年 俯拾收种稻浪间

北影节多个板块助力青年影人
《长津湖》八一特别节目

讲述“军人的荣耀”

徐峥“戏剧教育火种计划”公益夏令营
深扎江西宜春

“金钥匙创投”计划为青年创作者保驾护航

日前,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宣布

“05后”演员荣梓杉担任志愿者宣传大使；7
月27日，北影节发布官方宣传片，“00后”演

员易烊千玺作为青年宣传推广大使亮相；在

入围“天坛奖”的 15部影片里，有不少新锐

导演的惊喜之作，而在入围的 3部国产影片

中，《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是青年导演

李亘的首部长片，在《云霄之上》和《关于我

妈的一切》两部影片的创作团队中，也有不

少青年电影人。

为“新十年”启幕的第十一届北影节将

主题定为“新机·新局”，中国电影的新生力

量在本届电影节上得到了充分重视。8 月

14日至 8月 21日，8天时间里，首届创投训

练营、北京市场项目创投、“注目未来”单元、

“三星手机电影短片单元”等单元和板块纷

纷聚焦“青年”，分别从平台、项目、经验、资

金等多个方面支持有梦敢为的青年电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