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蒋菡

“新导演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别人看不

起你，而是看不见你，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一个

机会。”8 月 16 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

项目创投终审路演活动中,一位年轻的创作

者在现场陈述时这样说。

这次路演就是这样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带一个电影来，换一部电影走”是路演

最好的结局，当然，抓住这个机会的前提是：

你讲的故事是不是足够打动人。

不要怕碰钉子

一个动画项目的陈述结束后，尔冬升发

问：“你这个动画是给哪个年龄层次的人看的？”

“9岁到 99岁。”

“没有这回事。动画是分得很清楚的，两

三岁看的，五六岁看的，还有成人看的，像《狮

子王》，3岁孩子不会看的，青年人会喜欢看。”

当了解到这位导演是刚转到动画片领域

时，尔冬升说：“潮流转得很快，但你要把行情

了解得很足，要更用心地去了解，因为这一个

项目是要花 3年时间来做的。”

著名编剧、导演、监制尔冬升是本次路演

的评审委员会主席，无论幕前还是幕后，他都

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现场，他将这些经验倾

囊而出——

“你在故事里放进去的东西太多，要聚

焦，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出卖你自己的故事是最好的，有真实的

情感，但你的人生与观众无关，你要考虑结构

怎么弄，能不能拍，有没有人投资。打动投资

人，要用左脑，但你写文字的时候，要转成右

脑，你要感动自己。”

路演现场，有两位观众小声议论：“尔冬

升的点评真是一针见血。”“说真话才能让年

轻人真的受益啊！”

除了尔冬升，其他 4 位终审评委分别是

电影监制梁琳、著名演员张雨绮、爱奇艺影业

总裁亚宁和电影营销专家朱玮杰，他们分别

从创作、制作、发行全流程给予了项目方众多

犀利真诚的点评与专业实用的建议。

“不要怕碰钉子，我觉得你们要碰碰钉

子，总会学到东西。”尔冬升说。

给年轻创作者的礼物

一直以来，一代又一代电影人从电影节

迈出第一步，电影节也源源不断向电影市场

输送新生力量，成为行业风向标。

本次电影节的新浪潮论坛就以“从电影

节走出的年轻人们”为主题，邀请电影《隐入

尘烟》导演李睿珺、电影《妈妈！》导演杨荔钠、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一同分享

他们与电影节的故事。

李睿珺觉得参加创投对新导演来说是非

常好的方式：“我在做第一个电影的时候去电

影节，当时也不认识大公司的人，创投就有一

个好处，把这些大公司聚在一起，如果你的项

目好，他们会主动来找你。”

杨荔钠认为创投是给年轻创作者的礼

物，她鼓励年轻创作者勇敢地跟世界对话，保

持一个好的创作状态，“现在，创投平台更多、

更开放的同时，年轻人的竞争力也在增加，并

没有比以前更容易，但你持续保持创作力还

是会被看到的。”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成为本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一票难求的热门影片，导演孔大山

回忆起凭此片参加平遥国际电影节时难忘的

一刻：“记得在平遥放映第一场的时候，有一

场戏全场鼓掌，我特别感动，因为当时写剧本

和筹备的时候，我就说这场戏是我心中真正

的高潮戏，美术师也说这场戏在电影院放的

时候应该是全场掌声雷动的场面。”

这样的时刻无疑是给年轻创作者的礼

物——赋予他们继续前行的无穷动力，也将

成为他们一生都会珍藏的美好记忆。这也正

是电影节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要想办法把故事拍好

“要想办法把故事拍好，只要故事拍好，

自然就有好的事情发生。”8月 17 日，尔冬升

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项目创

投荣誉发布现场说。

当晚，《晚来天欲雪》同时斩获本届项目

创投“特别荣誉”和“最佳原创剧本项目”荣

誉，成为最大赢家。《缩脖儿》获得“最具创意

项目”荣誉，《一墙之隔》获得“最具商业潜力

项目”荣誉。

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篇。两三年后，观众

们很可能会在影院看到它们“变现”，还可能

会在下个电影节上看到它们亮相。

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设立 11 年以

来，孵化出了一批优秀青年电影项目和电影

人，包括《春江水暖》《一个和四个》等，越来越

多的青年电影人、优秀项目从这里走向更广

阔的天地。

在本次电影节以“‘高峰’电影作品的探

究、追求和打造”为主题的电影强国论坛上，

多名电影人形成基本共识：创作代表国家水

平和民族审美的“高峰”影视作品，需要扩大

电影生产规模，增加基数以提升精品概率，先

走向“高原”，再登上“高峰”。

“拍 10部电影全都是好的，那是骗人的，

一定是 100部里面才有 10部好片子。”著名导

演黄建新认为，增加数量能保证电影基本水

准提高。

在他看来，一个能够被称为“高峰”的作

品一定要有巨大的碰撞，碰撞可以来源于世

界、来源于历史、也可以来源于心灵。同时，

“高峰”是需要攀爬的，团队有好的故事、人民

情怀、艺术想象，放得开的思维与不拘一格的

精神，才有可能一点一点往上爬。

作为这个论坛上最年轻的嘉宾，青年演

员刘昊然在 19 岁时饰演了《1921》中 19 岁的

刘仁静。他认为，无论作为一个青年人也好，

青年演员也好，要有一种好奇心和探索欲，具

有无所畏惧的精神。而他对于“高峰”电影表

演的理解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表演，

能够永久、持续地停留在观众的记忆中。

在中国电影攀登“高峰”的征途上，有人

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在本次电影节首场“天

坛奖”评委见面会上，当被问及是否还会继续

演电影时，因为声带受损而声音嘶哑的评委

会主席李雪健说：“我会一直演，一直到演不

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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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项目创投板块集培训、评选、扶持、洽商、孵化、追踪、展示于一体，

为海内外华语青年电影人提供支持，也为市场挖掘优秀人才，储备优质项目。今年共有

853个项目报名创投，数量上再次刷新纪录，最终有 19个入围终审路演。

你我皆凡人 窦唯亦非“仙”

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设立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设立 1111年年，，一批优秀青年电影项目和电影人一批优秀青年电影项目和电影人
由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由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拍好故事拍好故事，，好事自会发生好事自会发生

刘颖余

一直以为窦唯是不想被打扰的，但前不

久，他却在网易云音乐“九霄电台”搞起了音

乐直播，每晚一小时，连做七天。这也是他

第一次做线上音乐会。

线上音乐会是时下的风潮，窦唯也赶风

潮，听起来就挺新鲜的，这证明窦唯没那么

“仙”，他和俗世的人们一样，渴望被听到，被

关注。

音乐会的名字叫“攀逃乐会”，来自窦唯

的提议。乍一听，以为是“蟠桃会”，依然挺

“仙”的，但人家是攀登的“攀”——53 岁的

窦唯依然在音乐的路上攀登，他并没有逃

走，反而比我们普通人更努力。

“逃乐会”没怎么宣传，但数据其实还可

以，直播第一天，半小时后观众有十几万，最

高时超过 100 万。这让窦唯的乐手李杰很

高兴，他之前预计现场能有 5000人观看，就

不错了。

毕竟窦唯做的是音频直播，在这个看脸

的时代，还有那么多人静静地听音乐，难得。

尴尬依然是有的，第一天直播半个多小

时了，还有网友不停地问：“直播啥时候开始？”

“请问窦唯老师什么时候出场？”，这算礼貌的，

不客气的则问：“播放背景音乐也这么火啊？”

“这是啥直播间？在播啥呢？佛教台吗？”

音乐会播出的内容，是近年窦唯与李

杰、文智湧、文大可、何锋等乐手组成的朝简

乐队，以古代贤文为内容，如《楚辞之九歌·

大司命》《长恨歌》《滕王阁序》等，加以配乐

与人声演唱映衬。网友有上述疑问，也不足

为怪。

这就是当下的窦唯，他钻进传统文化和

故纸堆中，严肃、认真、执着，想来也一定乐

在其中。他的音乐很难成为主流，但显然，

这是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他不想讨好全

世界，虽然也乐于让世界听到自己的乐声。

窦唯秃头、坐地铁、骑电驴子，最爱吃的

不过一碗面；他每天至少工作 8 个小时，窝

在借来的一间小录音棚，做自己的音乐，朝

九晚五，雷打不动。

窦唯“仙”吗？一点也不，某些方面，他

比我们俗人还俗。他不俗的仅在于他有辉

煌的过去，有传奇般的人生故事。窦唯在造

神的年代成了神，在没神可造的年代却成了

“仙”，这其实是个误解。他只是像普通人一

样，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外界纷扰，窦唯自有分寸，因为他深知，

一切喧嚣，终归虚无，都抵不过内心的安宁

和富足。窦唯不止一次说，人生最苦不过熬

清净，他要的就是这种清净，这种苦中之乐。

窦唯想赚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开演唱

会，唱《无地自容》；上综艺，拿出场费，甚至

还可以出书，讲讲他和王菲“不得不说的故

事”，但要那么做，就不是窦唯了。窦唯一直

是一个本真的人，一个自在的人，一个清醒

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在音乐

世界非常简单，在生活中非常真实——一个

纯粹的音乐人而已。

说唱歌手 GAI曾经说过，他的标杆就是

窦唯，窦唯离名垂千古就只差死亡了。崇拜

之情，溢于言表，只是话说得有些决绝，不够

喜兴。什么名垂千古，什么死不死的，人家

窦唯过日子，做音乐，现在还能开线上音乐

会，充实着呢。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来，逛展会在年轻人中间越来越流行。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000 场，教育活动 32 万场，接待观

众近 8 亿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是主要人群。今年 1 月至 5
月，最受欢迎景区前 10 类中，博物馆、展览馆排在第 4 位，95
后预定博物馆订单的占比达到 25%。“文博游”持续走热。由

此，“看展式社交”也随之逐渐兴起，成为年轻人乐于接受的社

交方式之一。

“约上几名好友，逛着各种感兴趣的展览，打卡创意展会，

不仅能被各种奇思妙想所惊艳，还能交上志同道合的新朋

友。展会上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前卫、潮流新品，让人不与时代

脱轨，能够跟上时代。”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小邵是博物馆新

晋爱好者，半年时间里她打卡了 5家博物馆或展览馆。

在紧张的工作或学习的环境下，很多年轻人缺乏艺术和

自然的体验，参观展会已成为年轻人探寻新的生活和社交的

方式。比起被外界灌输艺术是什么，年轻人更在乎感性、率真

的去发现。因此三三两两拍照打卡，发布社交动态，“看展”风

靡各类社交网络，让平素“高冷”的艺术走下了高阁。

“道不同，不相为谋。”发展社交乃至建立友谊，“道同”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前的“露营社交”到“滑雪社交”再到如今

的“看展式社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基于兴趣去构建

新的人际关系，共同的爱好往往让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成

为朋友。各类美术馆、博物馆及各种主题展，年轻人为求道同

者纷至沓来。他们一起讨论展会的新鲜事物和个人见解、交

流心得，一边看展一边往社交媒体发短视频，使得看展的社交

属性不断增强。

“现场看展览有一种‘仪式感’，拍照上传社交网络是向朋

友展示‘我在看展’的身份标签，或是留住‘我和朋友一起看

展’的美好回忆。”一名爱看抽象艺术类展览的青年对记者说。

当代艺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实践，能够演变出

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走近人们的生活。而各个圈层文化快

速发展，年轻人爱好日趋小众化，导致难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

相同爱好的群体。此时，各种展就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场地，

从而催生出展会的社交属性。

看展也不乏是解压的一种社交方式。展览中的互动性设

备以及沉浸式的感官体验正为观展的人们构建起艺术和娱乐

属性并存的休闲方式。据中青校媒的调查数据，近六成受访

者在博物馆看到或体验过互动型的展览区，约四成受访者参

加过博物馆的探秘游戏、沉浸式剧本游等互动活动。

为社交而社交只会进一步增添年轻人的焦虑，让他们更

加“社恐”。社交应当是自由而随性的，看展则为社交提供了

这样的平台。艺术需要感知。年轻人看展，怀着感悟艺术的

心思也好，还是打卡拍照交朋友的心思也好，都能促使他们提

高审美感受力和鉴赏力。

“看展式社交”渐成
年轻一代交友新途径

8月18日，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江苏南
京开幕。

图为观众在参观特色陶瓷艺术展品。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掠影

杭州举办杭州举办““纸纸””主题工艺展主题工艺展
日前，杭州，“不‘纸’于此——2022杭州国际工艺周”

在创意设计中心开幕。
为期5天的工艺周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为

载体，汇聚海内外纸艺精品，响应“绿色低碳”办展倡议，采
用可循环利用的全纸搭建形式。从非遗传承到创新设计，
从宋韵古风到亚运文化，突出互动体验，展示纸在设计和
创意领域的无限可能。

视觉中国 供图

视 线G

北京大兴举办文化产业发展峰会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余苗汇）日前，2022北京大兴

文化产业发展峰会在大兴区营商服务中心举办。峰会以“风

生水起 文以兴业”为主题，邀请文化产业领域专家围绕大兴

加快培育首都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战略抉择、中国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机遇与路径进行主旨演讲，成立新国门文化发展研

究院，签约落地文化项目 .
据了解，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城市环

境、优质的营商服务，大兴正在成为高端人才汇聚、产业欣欣向

荣的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去年，大兴区文化企业扶持资金总

计 2.3亿元，秉承“保姆式”服务理念，已为重点企业配备一对一

服务管家。峰会现场，墨宇宙（北京）、艺金汇、大释文化、中法

文化加速器、牧润文化、大逗相声等文化项目与大兴经济开发

区签署入区协议，涉及元宇宙、区块链、艺术品交易、文化遗产

IP运营、魔术、相声等艺术演出领域。

伴随着文化项目落地，大兴区文化产业空间基础设施加

速建设，北京大兴国际会展中心和国际消费枢纽将打造集会

议展览、旅游消费、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

文化交往示范区；市级重点项目京南艺术中心选址大兴，将完

善北京南部地区演艺空间，推进南部地区文化建设；星光影视

园加速转型升级，将打造“5G+超高清+AI”等为一体的 XR虚

拟制作产业集群；20万平方米文化消费商业综合体上德中心

项目已竣工。与此同时，以鲍家铺艺术村、半壁店艺术民宿村

等为带动，大兴区正在形成集艺术创作展示、体验互动、文化

传播及民宿接待为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