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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2日，中国影协第 29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 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在厦门举行。

发布会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

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代表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正式宣

布：第2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评和颁奖典礼将

在河南郑州举行，并对郑州举办下一届

电影节的实力和诚意表示肯定。张宏

表示：“用艺术唤醒城市，用电影追逐梦

想，金鸡百花电影节与郑州的相遇，注

定不凡。我们相信，在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郑州

市 1000 多万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下，

崭新的郑州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会将

第 29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 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办成一届富有郑州特

色的电影文化盛会，2020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郑州举办第29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与郑州人民共

享电影盛宴，是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责

任和荣幸。”

中共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

市长黄卿在发言中感谢中国电影家协

会，把第 2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举办资格交给

河南郑州。他介绍了郑州作为举办城

市在经济、文化、电影和承办节会经验

等方面的优势：“当年电影《少林寺》轰

动全国，对此我们倍感荣幸。在中原大

地上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是几代郑州

电影工作者的期待，是千万郑州市民和

亿万中原人民的期待，是郑州市乃至河

南省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当

前，郑州正在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高

质量建设，努力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中心，电影节的举办必将有力提升

郑州城市文化品位，极大促进中原地区

的电影文化交流、电影精品创作。”

黄卿还向国内外电影人发出热情

邀约：2020，欢迎大家来郑州，相约黄

河，相约中原，相约金鸡百花。

（姬政鹏）

本报讯 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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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泰洋川

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主体教育论

坛“演员的自我修养”在厦门举办。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表演艺术

家王铁成，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

学院院长、教授厉震林，中央戏剧

学院表演系党总支书记、主任陈

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员经纪人

委员会秘书长黄烽，泰洋川禾创始

人兼CEO杨铭，及演员段奕宏、张颂

文、颜丙燕、李乃文、杜江、万茜，主

持人李晓峰以“演员的自我修养”为

主题，共同探讨演员的成长与培养，

直指当下演员现状，引发思考。

倡导回归艺术本心

“真金白银”扶持影视企业

成长

关于目前演艺行业的现状，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毕文宇认

为，近年来我国电影事业蓬勃发

展，越来越多优秀演员创造出令人

难忘的电影作品，但不可忽视的是

我国电影行业也出现一些令人深思

的现象。少数演员不知不觉从电影

创作者的身份上偏移开了，缺少对

行业的坚守和坚定。她呼吁演员和

电影创作者们能回归艺术本心，聚

焦艺术创作本身。

随着金鸡落地厦门，电影梦照

进思明。厦门市思明区副区长颜跃

喜在发言中为影视从业者带来喜讯

和鼓舞，他特别提到今年 8 月厦门

政府印发的《进一步促进影视产业

发展的若干规定》，及去年 11 月思

明区印发的《思明区促进影视产业

发展专项政策》，以上针对艺人及

编剧工作室、影视项目立项拍摄、

影视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影视后期

等几个重点方向，制定了 17 条优惠

政策，厦门市政府希望用“真金白

银”精准扶持影视企业成长。

王铁成呼吁演员要诚实，

黄烽呼吁保护守正演员

王铁成从演员的道德修养角度

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演员提升修养

的基础是热爱生活，演员应从生活

中汲取养分，不断挖掘作品和角色

的深度，“演员要诚恳地对待世界、

对待表演、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就是最老实的

人。演员对待自己的人生和艺术，

必须无比诚实，不能耍一点儿小聪

明，这是深入挖掘人物、精湛塑造

人物的前提和基础。”

厉震林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强调

了演员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三流

演员演情节，二流演员演人物，一

流演员演味道。要使角色有俨然的

味道，则必有充沛的自我修养，有

技术、有文化、有人格。”

黄烽则直接指出，部分演员对

职业缺乏敬畏心，产生的不良影响

令整个行业蒙羞。造成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影视行业过度娱乐化，

“唯流量论”扰乱了传统演员的上

升秩序，真正低调踏实的演员却被

看成不合时宜的人。他呼吁行业环

境对守正演员进行保护与扶持。

作为娱乐公司经营者，杨铭认

为经纪公司应该永远走在演员前

面，他提出“运用创新手段助力演

员成长”的观点，认为经纪服务模

式应该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迭代，

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让演艺人才与

市场项目充分匹配，激发出演员个

人成长空间，使他们更加专注于表

演艺术创作。

张颂文梗咽讲述坎坷经历：

“父亲我做到了”

主旨演讲中，张颂文的讲述令

观众触动，他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坎

坷的表演经历，与大家分享如何在

作品中不断打磨真实的自己。25岁

张颂文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

习，毕业后试戏，三年被剧组拒绝八

百多次。面对自己用二十年的坚持

才换来的今天，他要用更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说到动情之处，他回

忆父亲对自己多年的嘱托时哽咽

道：“父亲我做到了。”

段奕宏分享中戏经历，

杜江为年轻演员发声

圆桌论坛环节十分精彩，在陈刚

主持下，演员段奕宏、颜丙燕、李乃

文、杜江、万茜分别就“如何提升演员

的自我修养”主题进行真诚交流。

段奕宏回忆了在中戏四年的摸

爬滚打，让他对表演产生了热情。他

觉得真实是做演员一直的追求，是表

演艺术的生命，一切表达都源自于生

活的真实。作为“同门师哥”，李乃文

理解的演员自我修养，是对自己热爱

的表演事业负责，对观众负责。

杜江则为年轻演员发声，呼吁大

家全方面的分析问题，不要只是单纯

地责怪“流量明星”，他称自己合作了

很多演员，包括杨颖、陈赫都是认真

创作的演员。万茜直言，演员花功夫

体验生活是本分，不应成为演员拿来

吹嘘的东西，演员应该去生活，让角

色从自己身上长出来。从舞蹈演员

成功跨界影视演员的颜丙燕认为，演

员是离名利场最近的职业，但越是身

在其中，更应该把握好自己，分清哪

些事情是不该碰的。

近几年，“流量大片”频频失效，

演员高片酬得到抑制，正如张颂文演

讲中提到的“好的时代才刚刚开

始”。与此同时，电影市场的良性发

展对演员的个人能力及自我修养提

出更高要求。本次论坛意在倡导演

员新风气，树立行业新标杆，帮助更

多演员找回表演初心，助推中国电影

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姬政鹏）

11 月 20 日，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导演论坛在厦门举行，胡

玫、万玛才旦、郑大圣、五百、霍猛、崔

斯韦、甘剑宇、顾晓刚等导演围绕“个

性表达和时代诉求”这一主题，就如

何在顺应时代诉求的同时，保持创作

的个性表达，凸显自我风格，坚持艺

术探索，坚守艺术品质，彰显多元风

格等问题展开对谈。

资深导演

坚持自身风格，注重个性表达

胡玫执导的历史文化题材影片

《进京城》今年刚刚上映，也获得了第

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多项提名，在

论坛现场，胡枚表示已经有很多同类

题材影视剧投资方来找自己寻求合

作，她现场回溯了她开启历史题材创

作之路的历程。

“当年我不希望被简单地贴上‘女

性导演’的标签，因此特意选择创作以

男性视角为主的历史剧，《雍正王朝》

大获成功后，就一直有投资方找我拍

摄同类题材”，但她同时也表示，希望

未来能创作更多“帮助年轻观众了解

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的影片。

万玛才旦导演的影片《气球》今

年刚刚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他现场

分享了创作这部影片的初始灵感，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有

一天晚上在大街上闲逛，忽然看到有

一个红色气球飘在半空中，就被吸引

住了，觉得很有意思，我认为这个红

气球是非常好的电影素材，开始觉得

它能够跟藏地、藏族乃至当下社会产

生某种微妙的联系。”

在电影创作之余，万玛才旦表示

自己还有“收集素材”的习惯，“如果

我有一些素材或题材暂时不适合拍

成电影，一般就会先将观察到的素材

写成小说，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

改编拍摄。”

郑大圣在电影的选材和创作上

有着个人独特的标准。他首先认为，

坚持现实主义是电影的基本创作态

度，“我们在诚实地面对世界之前，首

先得诚实地面对自己”。

但他同时也表示，电影对于现实

主义的观照常常只能局限于表象，这

就是为什么有时创作者会运用一些

隐喻，“电影里的现实主义不是我们

肉眼所见的现实世界，而是要通过镜

头语言来表现，但这种美学分寸的把

握，很难，也很高级。”

新生力量

坚持创作尝试同时积累经验

和之前三位资深导演比起来，五

百、霍猛、崔斯韦、甘剑宇、顾晓刚 5
位导演相对年轻，目前面临的问题也

集中在资金和行业认可度等方面。

顾晓刚的处女作《春江水暖》将

在今年上映，影片在今年戛纳国际电

影节上获得不少影评人点赞，但即使

这部影片的投资并不大，为了保证拍

摄顺利，顾晓刚还是花了两年时间在

“找钱”上，“事实上，为了拍出这部作

品，我们经历了各种艰难，面临很多

考验，我现在觉得，拍电影，需要坚持

再坚持。”

霍猛的经历和顾晓刚类似，在凭

借《过昭关》多处获奖之前，也经历过

电影亏得一塌糊涂，背一屁股债的日

子，他在论坛现场介绍道：“那时，还

要不要再拍电影，还能不能成功都是

未知数，但最后还是说服自己坚持了

下来，找朋友借钱拍了《过昭关》。”

影片《大·人物》五百的经历更

多，他透露，自己最开始都没敢奢望

拍院线电影，只是想花 30 万元拍数

字电影，但也找不到投资，后来降格

为 3万元拍独立电影，再后来他只能

转行去拍婚丧嫁娶来维持生活。

虽然过程很不顺利，但也因此在

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合作团队，也对

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无形中

提升了创作水平。

五百对于年轻人的建议是：“热

爱电影的年轻人并不是每个都适合

拍电影，进入电影这一行，需要考虑

清楚，一旦决定要当导演，一定要慎

重选择几个会长期从事电影事业的

靠谱投资方。”

影片《铤而走险》的导演甘剑宇

也现场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他认为投资者天生会对新人的能力

持怀疑态度，这在各行各业都一样，

“就像去医院看病，大家都会优先选

择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一样。”在这种

环境下，刚入行的年轻人要注意调整

好自己的心态。

《雪暴》虽然是崔斯韦的导演处女

作，但在这部影片之前，他已经从事了

十余年的电影编剧工作，《雪暴》也让

崔斯韦改变了之前的一些观点，“未来

会更冷静的面对自己、面对艺术，下一

部导演的电影作品，一定既要自己喜

欢，也能驾驭好，再着手去做。”

本报讯 11月 22日，在第 28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由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的“CIH+”文投之夜在厦

门举办。

本次活动希望能以内容为核心，以

责任为动力，通过整合资源、连接渠道，

为影视行业注入一股“暖流”，助力影视

产业的改革发展和全新升级。

中国影协主席陈道明，文投集团党

委书记兼董事长周茂非，中国影协副主

席任仲伦、成龙，知名电影人徐峥、束

焕、王宝强、郑恺、刘昊然、袁弘、王传君

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文投控股在文

化旅游、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化内容

及“文化+”等各个板块的布局发布，为

电影节奉献了星光璀璨的一夜。

活动现场，与文投控股颇有渊源，

曾共同推出过《功夫瑜伽》、《铁道飞虎》

等多部影片的成龙上台，现场发布了由

文投参与制作、成龙主演的《防弹特

工》、《大帅》、《许愿神龙》等作品。此

外，文投集团与中国传媒大学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也在现场举行。

文投控股曾先后投资制作过多部优

质影视作品，包括《功夫瑜伽》、《无名之

辈》等数十部电影及《延禧攻略》、《爱国

者》等 30余部电视剧。在本次活动上，

文投控股一并发布了众多电影、电视剧

片单，并与多方达成战略合作。其中，由

暌违多年回归的著名作家王朔编剧，王

传君、王珞丹主演的爱情电影《不老奇

事》，以及先后获得第 76届威尼斯电影

节、第44届多伦多电影节等众多国际知

名电影节重要奖项提名，由万玛才旦执

导的新作《气球》尤为引人瞩目，两部影

片都将在近期与全国观众见面。此外，

电影片单还发布了《检查风云》、《地道战

之地下奇兵》等作品。在电视剧片单发

布环节，除由知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了

不起的生活》亮相之外，文投控股还发布

了2019年至2020年度剧集片单，其中包

括《大海港》、《北京以南》、《危机先生》、

《补天阙》、《双探》、《双骄》、《云仓机密》、

《绣里藏针》等诸多作品。

周茂非阐述了文投控股的发展历

程及在各产业链的布局，并表示文投控

股肩负着助力北京文化产业升级的重

要职责，对引导行业健康、理性发展，打

造优秀的影视产业链有着义不容辞的

责任，并希望与影视从业者共同推进中

国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姬政鹏）

金鸡百花电影节首次探讨演员现状
王铁成、段奕宏、杜江、张颂文等回顾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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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百花电影节导演论坛厦门举行

探讨“个性表达和时代诉求”

周茂非（左）和成龙在“文投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