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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2 日，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厦

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浙江一禾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上

海斗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鸿一（北

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28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青葱计划——

中国青年电影导演人才的发掘和培

养论坛”在厦门举办。

当天，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中国电影导演

协会会长李少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副会长、“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执委管虎、李玉，

导演陈思诚、郑大圣以及“青葱计划”

的5位青年导演代表申瑜、德格才让、

郝飞环、梁鸣、叶谦等业界嘉宾出席

论坛。

“青葱计划”论坛上，饶曙光感谢

大家对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支持和关

注，他在发言中说，今天的论坛主题

是发掘、培养、传承新人，这是中国电

影家协会的根本职责之一，和“青葱

计划”一样，协会会不断重视对青年

导演人才的培养。他强调，关注电影

行业、关注导演创作、关注新人导演

成长是协会过去和未来不断坚持的

初心。金鸡百花电影节邀请众多青

年导演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金鸡百

花电影节，参与影展、论坛、创投环

节。

李少红特别感谢了国家电影局、

金鸡百花电影节和社会各界对“青葱

计划”的大力支持，并表示非常荣幸

“青葱计划”能第三次受邀在金鸡百

花电影节举办主体论坛活动，非常感

谢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导演、“青葱计

划”导师和影视投资公司、制片公司

代表出席本次论坛。她强调一直以

来“青葱计划”都在探索如何培养新

人导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有能力、

责任和义务，将丰富的行业经验分享

给青年导演，帮助他们从“小葱”长成

“大葱”。过去四年“青葱计划”累计

有12部作品完成制作，有6部作品获

得国内外大奖。她也相信未来在各

方面的支持下，“青葱计划”会越办越

好。希望青年导演创作出更棒的作

品，为电影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在论坛讨论环节中，各位嘉宾都

从各自经验出发，围绕当下中国青年

导演的现状，以及如何更好培养青年

电影导演等话题展开讨论，并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

李玉是第一届“青葱计划”的导

师，她表示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直

接赞道中国终于有扶持青年导演的

平台了。“我非常替青年导演开心，也

很羡慕，为什么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

没有这些好福利。而且青葱计划的

学员作品都非常有特色，类型也丰

富。参与青葱计划的过程，也是一次

难得和青年导演碰撞的机会。”

而袁媛导演刚刚完成新作品，对

于拍摄第一部电影，她深有感触。袁

媛总结了第一次做导演的经历，直言

拍摄电影非常难，因为不只有拍摄、

创作、还有沟通和协调。同时，她表

示非常荣幸参与“青葱计划”，和学员

导演每一次交流的过程，都是一种学

习和汲取的过程。

谈到参与“青葱计划”的感受，管

虎导演表示当初不太相信世界上有

像“青葱计划”这样的扶持平台。“后

来，我和梁静都参与了第三届青葱计

划，发现它不经营导演、不经营作品，

就是一个承上启下传承新人的公益

平台。”他在现场讲，当时帮助青年导

演过程，也是自己汲取营养的过程。

他对王红卫老师和李少红导演直言：

“这件事最好不要断，要一直持续下

去。”

陈思诚导演是主动来参与“青葱

计划”，作为《唐探》系列的出品人，他

寻找能拍摄能续拍《唐探》系列的新

人，也急需能拍摄类型片的新血液加

入创作。“唐探宇宙已经初步搭建出

雏形，我们需要好的类型片导演出

现。”同时他认为中国电影要想真正

健康发展，一定要后继有人。“青葱计

划”正满足了行业发展的刚需。

论坛现场，王红卫总结到过去四

年已有20个项目从“青葱计划”走出，

而且成活率已经过半。但他强调“青

葱计划”的目的既不是招募导演、也

不是招募项目，而是务实地扶持青年

导演拍出好作品。 （姬政鹏）

行业导师助力青年导演前行

“青葱计划”论坛福建厦门举办

本报讯 11月 20日晚，第 28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互联网之夜”

在厦门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

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尹鸿,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

首席执行官程武,猫眼娱乐CEO郑志

昊,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张海燕,北京文化董事副总

裁杜扬,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院长

吴曼芳,电影《受益人》导演申奥等嘉

宾出席了活动,分享他们对互联网和

电影产业相结合的看法。

张宏在发言中表示：“今天我们

拿着手机,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互联网

知道这场电影有多少人在看,它的评

价如何,在哪个厅放映,互联网真的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电影

生态。”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表示：

“毫无疑问，互联网改变着中国电影

的产业格局和生态；毫无疑问，互联

网助推了过去十多年中国电影的高

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更加准确的使

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创

新的层出不穷，相信互联网还会为电

影带来更多惊喜和变化。”

随后程武、郑志昊、张海燕、杜

扬、吴曼芳、申奥以“互联网时代下电

影产业的变化、机遇和挑战”为主题

展开圆桌讨论,讨论由影评人周黎明

主持。

在讨论中，郑志昊透露,今年截至

目前电影购票人次是 17.5亿,其中 15
亿来自线上购票。除此以外,互联网

也在帮助电影以用户习惯的方式和

渠道完成触达,如短视频营销、直播营

销等等。杜扬则从创制维度分享了

互联网对电影的影响。“大家说北京

文化做了很多爆款,但这些不是‘拍脑

袋’想出来的,或者说某个导演说要做

就做的,我们做每个项目前,都会做很

多研究,而这些研究都是依赖互联

网。比如我们做《封神三部曲》,有很

多质疑,这么大的投资到底行不行,其
实我们做之前,做了很多调研,包括社

会经济形势、观众心理、发行端的银

幕数量等等,电影做的是艺术,这就需

要创制团队或者投资人有一个更超

前的眼光,去预测未来观众想看什么,
想要什么。”

张海燕从院线维度分享了互联

网带给电影的改变。“以前院线排片

主要靠经验,靠个人,现在是智能化排

片。”通过互联网平台,既能准确分析

影城的观众结构,影城的用户喜欢哪

类片子;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周边影城

的排片情况、票价情况,以便做一些及

时的调整。“互联网在改变整个终端

产业。”谈到互联网对导演的影响,申
奥坦言,互联网的发展“救活”了一批

导演。“以前很难想象 20多岁的人可

以做导演。互联网时代,我们接到大

量微电影、广告制作的活儿,直接把我

们这群人的生计问题解决了,这样我

们才有机会好好做创作。”另外,申奥

认为互联网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

是“及时兑现”。“以前电影播完之后,
导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有很多的借

口,但现在一切都瞒不住了,网上的评

论就在那里,而且这些评论会直接影

响到我下一次的创作。”申奥感激互

联网拓展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可以说

从三周拓展到永远,“这令我非常感

动,可能我不在了,我的电影还在互联

网上存在、流传。”

吴曼芳从教学切入,分享说:“以

前大家总喜欢把互联网影视公司和

传统影视公司拿来对比,其实不应该

对比,电影一定要拥抱互联网,拥抱互

联网工具的属性。我们要知道受众

是什么样的,电影除了艺术属性,还有

产品的属性,所以在人才培养的过程

中,一定要强调互联网对于电影行业

的工具属性。”

论坛期间，腾讯和猫眼联合推出

《“从相加到相融”——互联网时代的

电影发展研究报告》。这是“腾猫联

盟”成立之后，发布的首份电影产业

报告，用数据记录了互联网与电影市

场10年来从相加到相融的历程。

《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

影票房收入突破 600亿元，成为全球

第二大票房市场，电影行业迎来全新

机遇。其中，2018年电影购票线上化

率达到 84.3%，电影的线上化、观影

过程的互动化和观影选择的多元化，

成为线上观影的新消费风潮

互联网已经从电影项目策划、内

容制作、营销宣传、发行放映等方面

深度嵌入电影生产链条，为电影提供

了更多可能，带来全新升级。据了

解，猫眼数据可以观察到观影人群画

像、影片评论关键词、正负向口碑等

多维度数据，并服务于影视内容的创

制、宣传、发行/放映等流程，从而实现

电影票房的增长。

在创制阶段，互联网可基于数据

分析对标影片的优势和不足，为新片

创制和宣发策略提供参考依据。在

宣传阶段，大数据可帮助片方洞察观

众画像，锁定目标方向，减少营销受

众错位的影响。在发行放映阶段，数

字化工具可实现对发行环节的秒级

监控，进而优化发行策略，而影院也

可以基于数据调整定位，提升观众的

差异化服务体验。

（姬政鹏）

“互联网之夜”在厦门举行
多位从业者论道互联网时代下电影产业的变化、机遇和挑战

本报讯 11月 20日，第 28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教育与产业高

峰论坛”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举

办。本次论坛由厦门大学和中国电影

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

教育与产业发展委员会和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共同承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张宏，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喇

培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教授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厦门大学校

长张荣，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中

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教育与产业发展委

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

光明，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教育与产业

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北京电影学院管理

学院院长吴曼芳等七百多名嘉宾、专家

学者、影视从业者及厦大师生参加。厦

门电影家协会主席、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副院长李晓红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仪

式。

张荣表示，建构先进的教育模式、

培养和输送优秀的电影人才是时代赋

予高校的新命题，“金鸡奖”长期落户厦

门，将使厦门影视产业迎来发展的大好

时期，将使厦门大学迎来更好的机遇。

张宏感谢了厦门市、厦门大学对举办本

次高峰论坛的大力支持，并对本次论坛

的高水平、高品质、高规格给予了充分

肯定。他表示，影视产业的发展重在人

才的支撑，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将对中

国电影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提供新的

思路并开拓新的视野。

在论坛的主题发言环节，就“中外

电影产业发展的历史与新趋向”、“业界

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电影人才培

养：教育与实践”、“人才培养与产业对

接”几大议题，与会嘉宾紧扣主题、各抒

己见，不时的激烈交锋引发了阵阵掌

声。不少学者表示，新中国70年来的经

济腾飞与辉煌成就助力了我国电影产

业的发展壮大，现阶段我们的电影创作

正从量变向质变转换，加强专业培养、

着力取长补短、把握良性互动，是实现

由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提升文化软实

力的必经之路。

此次论坛不仅探讨了新时代的中

国电影产业发展与电影教育、现时在地

的焦点问题，而且深入剖析了电影人才

培养和产业发展趋势，链接了电影教育

界与电影产业界，在交流中总结了过往

经验、研究了当下问题、探索了未来趋

势。

（姬政鹏）

11 月 21 日，新浪潮论坛在厦门举

办，《中国女排》导演陈可辛 、《唐人街探

案3》导演陈思诚、《囧妈》导演徐峥畅谈

中国电影的“新商业大片”时代，导演张

一白主持，与三位嘉宾一起就中国电影

的“新商业大片”时代这一主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在论坛开始，嘉宾们一起回顾了中

国商业片的发展历程,大家一致认为从

2002 年《英雄》,到 2012 年《泰囧》,再到

近几年票房破 30亿、50亿的商业电影,
中国商业大片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阶段,在主题表达和类型审美上,都呈现

出更加多元的特点，原创性、现实题材、

类型的运用和探索开始成为当下中国

商业电影“新大片时代”的时代特征。

当谈到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变化

时,徐峥坦言,没想过《我不是药神》里社

会性和商业元素的融合会产生如此大

的传播力。“中国观众对内容的饥渴程

度,对类型融合的接纳程度,对所有创作

者思想表达的理解都是非常厉害的。”

随着观众的迅速成长,原来仅仅只是停

留在娱乐层面的商业大片需求也被提

高了。陈可辛导演对徐峥导演的观点

表示赞同。来内地拍戏15年,他是中国

观众飞速成长的见证者。从完全被动

接受到主动选择电影类型和喜好,中国

观众变得越来越有判断力,因为他们对

内容出发点的关注和对各类题材的包

容,才让《我不是药神》等非主流电影成

为票房“主流”。陈思诚导演也表示,中
国的电影观众广泛阅片,看全世界各地

的电影,视野开阔,是很专业的一群人。

中国商业大片的成长正是源于他们,“中

国观众在拿全世界电影跟我们作比较”,
这样的鞭策推动着市场化还不到二十

年的中国商业电影不断向前。对此,陈
思诚导演还说,“我希望观众可以给国产

电影更多的包容,我们一直在努力”，”相

信中国电影会更好”。

在谈及类型片和中国商业大片的

发展趋势时，徐峥谈到现在的类型片更

偏向于一种融合性、复合型的类型片。

创作人在影片创作中需要顾全商业性、

娱乐性、社会性、人物的灵魂性、整个电

影的艺术性等等,有一个让步和平衡的

过程。但“归根结底对创作人来说,最重

要的还是要找到电影的主题”。

在以中国故事、中国味为电影大方

向这点上,陈思诚导演与徐峥导演不谋

而合。“现在票房的冠亚季军全部是国

产电影,深刻地说明中国的观众最爱的

还是国产电影,”陈思诚导演表示,《流浪

地球》和《哪吒》两部电影充分证明,只要

创作者在一种类型上深耕细作就有成

功的可能性。

主持人张一白也切换回导演身份,
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一

白导演表示,仅仅只是类型片还成就不

了中国电影,带有强大的社会属性,聚焦

大家关注的话题的影片才能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

近几年，春节档成为影片“吸金”力

度最大的档期，陈可辛、陈思诚、徐峥 3
位导演在 2020 年春节档都有新片上

映。被问及为何选择春节档时,陈思诚

导演率先表态:影片类型决定档期。《唐

探 3》早在《唐探 2》播出期就定档了,与
观众定下2年之约。“《唐探》具备很强烈

的合家欢属性,适合春节,下一部电影我

认为可能适合暑期,可能就会更多做一

些暑期的准备。”导演们表示,《囧妈》和

《中国女排》选择春节档也是基于影片

本身的属性。徐峥则认为，在如今的中

国电影市场上，选择档期是一件很困难

的事情,而且任何时候都有一大批竞争

对手。“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还是要更

多注意力放在内容本体上,内容好了放

在什么档期都会好。”陈可辛导演直言,
有些电影在宣传时会打压对手抬高自

己,这种“竞争”让春节档变得“可怕”。

为了给彼此营造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
三位导演在现场约定“绝不互黑”，要一

起打造一个“祥和”的春节档。

“中国电影教育与产业高峰论坛”
厦门大学举行

陈思诚、徐峥、陈可辛、张一白共同亮相

新浪潮论坛探讨中国电
影“新商业大片”时代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