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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亮点

2021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持续举办，不仅契合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关于推进电影事业发展重要指示

精神，也是积极融入省委“产学研

创展”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必

将进一步提升晋中乃至山西的文

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具体而言，本届电影展由平遥

电影展有限公司与山西传媒学院山

西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真正实现了

创展联动，深化了“产学研创展”一

体化发展，助推高校与电影展之间

的学术资源流动，为山西全方位高

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对于电影

展本身，在保持电影展节目架构、原

有方向和已有特点的基础上，从机

制上升级为省级项目，以新姿态“再

出发”，呈现的是“聚力再出发，携

手蹚新路”的新气象、新面貌。

本届电影展将有来自32个国

家和地区的46部最新影片放映。

其中，官方单元入围影片全球首映

率32％，亚洲首映率71％，中国首

映率达100％。通过平遥古城与国

际影展的激情碰撞，平遥国际电影

展聚集了一批最优秀的电影人、推

出了一批精彩纷呈的电影佳作、拥

有了一批饱含热情的电影观众，综

合效应日益凸显，影响力和美誉度

不断提升，已发展成为文化的品

牌、友谊的符号、交流的平台、文明

的象征和产业转型的代表。

“产学研创展”一体化发展

策
划
：
路
丽
华

统
筹
：
史
俊
杰

撰
稿
／
摄
影
：
史
俊
杰

程
浩

电影梦想与伟大时代相聚，光影魅力与古城文化相融。5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以其开放、包

容、充满热情的形象，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全球各地电影人齐聚平遥、共襄盛举。5年来，平遥国际

电影展不仅成为中国电影一道极具特色的风景线，更是成为山西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一张亮丽

名片。在坚守与超越之中蓬勃发展，第五年大展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本报进行了梳理。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构筑汇通中外载体
影像之旅 平遥之光

——2021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亮点聚焦

千年古城，厚重山西。从平

遥出发，从晋中出发，在三晋大地

俯拾皆是令人惊艳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宝藏。对此，无论是地方政

府还是省级层面，都高度重视文

化建设和电影事业发展，实施文

化强省战略，持续深化改革，健全

产业链条，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电

影发展动能，早已成为上下各级

的全面共识。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为了

汇聚更为丰富的山西元素，进一

步加大了对“从山西出发”单元影

片项目的投入，包括对入围该单

元的优秀山西本土影片给予现金

奖励，在电影展产业模块中对优

秀山西项目给予现金奖励，同时

为山西本土影片项目提供更多产

业孵化的机会。

“每一个山西人都是电影展的

主人”，贾樟柯强调，今年的电影展

将继续“扎根”山西，持续加深与山

西高校和电影人的合作，不断加强

与山西观众的联系。电影展开幕

特别活动设置专门环节向山西人

民致敬——“让世界看到山西”。

此外，电影展学术板块还特别

邀请到宁浩、韩杰、袁媛等山西籍

电影人，毕赣、李睿珺等曾在山西

就读的导演共同对话，以“在山西

生活、学习、创作”为主题分享电

影经验。贾樟柯多次表示欢迎山

西父老乡亲来参与电影展，因为

电影展“是为我们市民准备的，首

先是为我们山西市民准备的”。

本届电影展“影迷嘉年华”也将放

映《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两

部当下热映电影，与广大市民共

享电影盛宴。

关注年轻人，便是关注未来

发展。本届电影展特别突出了“向

未来出发”的主题性，尤其突出对

青年电影人的关注，多角度探讨

电影未来。

开幕活动的主题为“新青年·

新电影·新时代”，教育板块“平遥

一角”全新升级，除邀请北京电影

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山

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等6所

国内影视高校的学生作品进入“邀

请组”外，还新设“公开组”，从全国

招募短片，为青年电影人提供展示

和交流的平台。

电影展还邀请了多位行业资深

电影人到场，向观众与青年电影人

分享心得、经验与智慧，如推出“徐

克谈希区柯克”“谢飞和他的同学

们”等学术活动。一脉相承的是，本

届电影展从多角度探讨了“未来的

电影会是什么样子”。当代艺术家

徐冰及其团队作品“人工智能无限

电影”将进行全球首展。导演李少

红、姜伟，制片人黄星等嘉宾将出席

“从电影到超级剧集”学术活动。

此外，不同层面和不限领域

的策划也在本届电影展显现。如

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人

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等相关部门联

合主办的“如何讲好法治故事”论

坛，在这些部门与电影创作者之间

架设桥梁，共同探讨如何推出剧作

扎实、形象丰满、高完成度、强表现

力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策划了

“人居与影像”等学术活动，分别邀

请来自建筑、文学、美术、电影等不

同领域的嘉宾，共同探讨人居与

影像的关系，关注其背后更加复

杂的文化及生态议题。

10月12日，2021第五届

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

审团、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

产业评审团以及青年评审团

正式揭晓。评审团成员中，

不仅有李少红、段奕宏、张杨

这样的资深影人；也有毕赣、

王晶这样从山西毕业或者山

西籍的青年导演；还有周游、

黄尧、齐溪这样通过平遥国

际电影展逐渐成长起来的青

年演员。

“电影在寻找观众，观众也

在寻找电影”，演员段奕宏说，

在他眼中，平遥国际电影展搭

建起了好电影与好观众之间的

桥梁，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平

台”。他希望，来到平遥的创作

者能永远保持勇敢的创作之

心，从这里获取力量。

当被问及会用怎样的标

准评价影片和各自眼中优秀

影片的特质时，导演毕赣直

言：“一部电影的优秀之处有

千种万种，不好的电影可能有

标准，但恰恰是好电影在我这

里是没有标准的。”

两位往届“影帝 ”“影

后”——演员周游、黄尧再次

回归平遥。作为本届青年评

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黄尧

说：“感觉像一个离开家很久

的孩子终于又回家了。上一

次来平遥感觉自己还是一个

刚入行的孩子，如今换了一个

身份重新回到这里，感觉自己

长大了。平遥还是记忆中的

那个平遥，但同时又有了更多

的活力和新鲜的血液。”

首次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

的王俊凯，不仅以“特约策展人”

的身份全程深度参与本届电影

展，还参与筹办本届电影展“新

青年·新电影”派对。他说：“我

相信接下来这几天也会是我记

忆中很珍贵的时刻。”

导演李少红透露，今年导

演协会“青葱计划”五强将在

10月16日的“中国导演协会

青葱之夜”揭晓，这亦是她与

平遥国际电影展联手深入合

作的良好开始。她期待这里

能凝聚更多的青年电影人，也

希望从平遥成长起来的青年

导演能保持自己的原创精神

和对电影艺术的信念，这些特

质是值得保护和支持的。汇聚更丰富的山西元素

聚焦年轻人 多角度展望未来

评审团阵容强大 兼收并蓄

平遥国际电影展从创办起便有

着高追求的国际化、专业化、高水

准，其中，大师班便是最引人关注、

最具有代表性的板块之一。大师班

上，无论是平遥国际电影展元年首

场开讲的吴宇森，还是后来的李沧

东、德马纳·希萨柯、张艺谋、刁一男

等，对于来到平遥的电影人以及喜

欢电影的年轻人，显然不仅仅是一

次与大师的近距离接触，更是一次

关于电影的专业探讨和认知开阔。

2021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从徐克开讲的那一刻起，便注定又

是一次不寻常的电影课堂。带着

笔记上台，提前发布做好标记的剧

照让观众一边看图片一边听，如此

认真的操作，是很多人没想到的。

特别是他选择了悬疑惊悚大师阿

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为主题进

行拉片讲解，不愧为大师班上的

“授业解惑”。

对于徐克，无论老中青哪个年

龄段，都很熟悉，即便没听过他的

名字，他的电影总有所耳闻。当

前正在热映的《长津湖》，是由徐

克与陈凯歌、林超贤共同监制并

执导的新作品。而自 1979 年完

成首部古装剧情长片《蝶变》起，

徐克就以丰富的想象力为华语电

影类型的创新增添了新路径。作

为热门电影系列的开创者，除了

监制脍炙人口的《英雄本色》系

列、《倩女幽魂》系列影片，徐克更

是执导了多部电影经典，如《笑傲江

湖》《黄飞鸿》系列等，以其鲜明的个

人风格成为新武侠电影代表。2011

年，由徐克执导的中国首部IMAX

3D电影《龙门飞甲》横扫票房市场

与各大奖项。此后，他又凭《智取威

虎山》获得金鸡奖、华表奖、香港电

影金像奖等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多

个重要奖项。

开讲后，徐克首先阐述了自己

为什么会以希区柯克为题。他说，

影响到当今电影的导演很多，但希

区柯克也许是这次分享最好的人

选。“首先他作品很多 ，从业60年

拍了50多部电影，而且现在都能看

得到，因为都是很市场化的商业电

影，观众对他有一定的熟悉。我觉

得他很有趣，平遥影展是一个很年

轻的影展，讲希区柯克会轻松点，

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跟观众开玩笑、

爱捉弄人的导演，会在惊悚片中加

入一些喜剧元素。”徐克认为，电影

史对从业者来说是很必要的，因为

如果不知道电影史，就不会清楚为

什么一部电影拍出来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观众对它有什么反应，也不

会理解作品对历史的影响。

“大家看第13张图。这张图很

有趣，因为从摄影角度我们是不喜

欢这种构图的，两个人放在两边，

中间空了一大片，我们常常会说这

是‘拔河镜头’。可是希区柯克用

了很多次，因为他想通过镜头说

明，这两个人有很强的对立面，这

是他的用意。”徐克让观众拿出手

机，一边看参考剧照，一边听他分

析希区柯克镜头语言的精妙之

处。徐克对影片细节的观察之精

微令人惊叹，不仅是镜头角度、景

别，甚至连人物服装的颜色、道具材

料都有所注意。

首场大师班，徐克着实为观众

奉献了一场干货满满的电影精讲

课。面对台下座无虚席的观众，当

问及现在的年轻电影人如何找到

自己的创作路径时，徐克坦言：“要

设法低成本地拍电影，要制造很多

拍摄机会，不断磨练自己的手法，

不断在生活里面找素材、找可能

性，一定要在生活里面找到人物和

故事，就有可能不断把电影拍得成

熟。”他勉励年轻导演，要做有准备

的人，把握机会，也希望平遥电影

展能提供更多机会给大家。

徐克导演大师班
“授业解惑”

10 月 12 日，《长津湖》作为

2021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场

放映片参与“影迷嘉年华”环节，监

制兼导演徐克、演员段奕宏与观众

分享创作心得。

电影《长津湖》上映以来，全国

亿万观众为之震撼。在平遥电影宫

小城之春放映厅内，徐克谈起此次

与陈凯歌、林超贤两位导演执导《长

津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感叹重重

压力之下从冰天雪地一直拍到春暖

花开的不易，也因此更加钦佩当年

志愿军将士的英雄气概。他说：“要

在有限的篇幅中，拍出真实感，符合

史实。既要呈现战斗精神和人物的

英雄气质，又要克服制作条件带来的

困难，非常不容易。”

段奕宏则从演员的角度分享了

对于角色谈子为的创作感受：“谈子

为确实是个狂人，有着不可思议的

那种狂。我们唯有这样的精神，唯

有前赴后继地冲锋，才能取得最后

的胜利。我努力去触摸志愿军将士

视死如归的信念，还原角色的真实，

这是我的责任，如同他们一声令下，

立即舍生忘死。”

当徐克被问及在执导中遇到

的最大问题，他说：“我从没拍过这

么大规模的战争片。”徐克笑道，影

片讲述了一个志愿军连队在长津

湖战役中奋勇杀敌的故事，他认为

战场的还原非常重要且颇具难度，

“如何呈现真实战场，除了看很多

资料，完全沉浸到战争世界里去，

还要去想象呈现的画面是什么样，

都很难。”

听到观众夸赞演员们的表演，

段奕宏很激动：“特别高兴我们参演

演员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受到认可。

我们都有自己进入角色的方式和途

径，都有体力和心力上的考验，我很

高兴大家经受住了考验。”

电影《长津湖》部分主创
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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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与《长津湖》部分主创徐克（中）、段奕宏（右）

徐克（左）与贾樟柯

“罗伯托·罗西

里 尼 荣 誉 ”评

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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