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3日 责编 刘惠杰 美编 李庆琦深读 AⅠ·12 AⅠ·13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论资历，金鸡百花排第一

金鸡百花电影节堪称国内电影
节前辈，金鸡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创
办于1981年，以奖励优秀影片和表
彰成绩卓越的电影工作者为主，是中
国电影界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百
花奖评选始于1962年，但在1963年
第二届评奖之后中断，直到1980年
才恢复。这两个奖项自2005年起隔
年轮流办，单数年颁发金鸡奖、偶数
年颁发百花奖。

然而，15年来的金鸡百花颁奖惯
例也将被打破，11月19日晚，在第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式上，
组委会宣布，金鸡奖将每年评选一
次，这也引发了业内热议。有业内人
士认为，两年一评选的制度确实已不
太适应当下国产电影发展的速度。
今年最佳影片候选名单是《古田军
号》《地久天长》《后来的我们》《红海
行动》《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6部
影片，虽然都是两年内上映的电影，
但在观众看来，有些影片已经很“久
远”了。

金鸡百花是走过国内最多城市
的电影节，据统计，截至2019年，已
先后在桂林、广州、长沙、北京、昆明、
佛山、重庆、沈阳、南宁、宁波、无锡、
嘉兴、银川、三亚、杭州、苏州、大连、
南昌、江阴、合肥、绍兴、武汉、兰州、
吉林、唐山、呼和浩特、佛山、厦门等
城市举办过。

2020年，郑州将迎来第29届金
鸡百花电影节。

论级别，上海电影节是老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影事
业迅猛发展，一批德高望重的艺术家
张骏祥、徐桑楚、谢晋、白杨、秦怡和吴
贻弓等顺应电影发展的潮流，积极倡
议在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吴贻弓在
2002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丛
书·灯火阑珊》中这么回忆：“我们要有
自己的国际电影节，这是几代中国电影
人的梦。”

1993年10月，第一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诞生，它与戛纳、柏林、东京、
威尼斯等电影节一样属于国际A类
电影节。为什么是在上海？这与这
座城市的文化发展和城市地位相
关。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第二年
上海就有了电影放映活动，这是中国
首次电影放映。1913年，中国电影
史上的第一部小型故事片《难夫难
妻》在上海诞生。所以上海有着浓厚

的电影文化和悠久的电影历史。
上海电影节对普通影迷来讲也

是一项大福利，每年上海电影节的抢
票都是头等大事。2018年上海电影
节期间甚至流传“用一张《小偷家族》
的电影票，换上海内环一套房”的梗，
虽然是影迷的戏谑之言，但足以反映
出“有一种影迷狂欢，叫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全民狂欢心态。

相比之下，诞生于2011年的北
京电影节虽然坐拥首都之便，但无论
是影片的参与度、奖项的含金量，以
及影迷的参与心理来看，都稍逊一
筹。文化积淀这种事需要时间来培
育，急不得。

论培育新人，贾樟柯功不可没

2017年3月，由导演贾樟柯发起
的平遥国际影展启动，贾樟柯表示，
这是一个尊重电影、分享文化、尊重
影迷以及尊重电影人劳动成果的电
影展。平遥国际影展是继上海国际
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
节和丝绸之路电影节之后，第五个获
得国家批准的国际电影展。

平遥国际影展的一项重要职能
就是关注华语新人新作，以今年为
例，由演员祖峰执导、入围第72届戛
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六欲天》，
入围莫斯科、慕尼黑国际电影节的
《蕃薯浇米》，入围鹿特丹、慕尼黑国
际电影节的《周军的行走》，都在平遥
进行亚洲首映。热播网络剧《法医秦
明》编剧徐翔云的首部导演作品《追
凶十九年》等也在平遥进行全球首
映。

另外，每年在西宁举行的FIRST
青年电影展也是新人导演的福地，它
始终保持独立态度，用作品来衡量导
演。2014年的First青年电影节发掘
了《殡棺》，这部电影更名后成为院线
佳作《心迷宫》，并使得新导演忻钰坤
走入大众视线，他后来拍摄的《暴裂
无声》也是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首
次亮相。

近年来，澳门国际影展、丝绸之
路电影节等各类电影节应运而生，这
些电影节都在凸显地方文化特色，促
进文化交流上下功夫，但无论是在影
响力、吸引优秀影片，还是发掘新人
方面还都有待进步。然而这也反映
了举办电影节是如今很多城市文化
交流的“刚需”。

那么问题来了，举办第29届金
鸡百花电影节的任务交给郑州，我们
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吗？

“你抢到了吗？”
据说，在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上海人见面打招呼，问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要抢的不是名牌，不是某个新楼盘，不是谁的演唱会门票，更不是新开网红店的人气商品……

他们抢的是电影节展映影片的电影票。其实这种场景在其他电影节的举办城市也频频上演。不管是作为媒体记者，还是资深影迷，只要你追过电影节，就有在陌生的城市里坐地铁、倒
公交在全市范围内寻找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也体会过心仪的电影场次秒售罄，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弥补遗憾的跌宕心情，看着影院门口穿梭，拿着大叠影票的黄牛，那种爱恨交
加的感觉，恐怕只有追过电影节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2020年的郑州,第2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畅想一下这种场景会不会在我们这座城市中出现。

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发展，中国电影节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内有十余个电影节遍布国内不同的城市。一座城市通过电影引来全国关注，这既是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也是
城市举办大型活动的能力表现，因为电影是自带情怀光环的产物，不管是电影从业者、爱好者还是普通市民，总能够在电影节中各取所需，从而形成合力来助推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文 洪波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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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天生自带（文艺）情怀与（明星）光环的产物。因此，对城市来说，自然希望电影节能够丰富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活跃市民生活；能
够为城市吸引来关注目光，传播城市名片；然后带来游客，激活服务业与时尚消费。

换句话说，城市的管理与运营者，期待大型的、文化情怀的、明星闪耀的电影节能够为城市发展与形象传播“加持”。
除了可以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外，城市自身还需要哪些软硬件设施来提升自己和电影节的匹配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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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为什么需要金鸡百花电影节？

城市电影影响力是风向标

除了往年金鸡百花这种各城市轮
流坐庄的电影节，其他电影节多是选
择具有电影气质的城市，比如北京是
中国电影市场重心，上海是时尚之都，
长春曾是电影制作重地……

如果要考量郑州的话，河南的电
影票房市场一定是重要指标。

根据《2018 年中国电影市场报
告》数据显示，2018年河南票房收入
超过22亿，位于全国第9位，名次与
2017 年持平，不过，在票房前 10省
（市）中，河南票房同比增长为16.5%，
成为增幅最大的省份。当河南随着全
国电影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郑州电
影市场也进入快速增长期，除了河南
奥斯卡电影院线这样的本地强势院线
外，万达、大地、韩国CGV等院线也纷
纷入驻。截至2018年底，郑州影院数
量超过全河南的五分之一，达114家，
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家。郑
州2018年全年票房为8.38亿，位居全
国百强票房城市排行榜的第12位。

票房衡量固然是经济收益，但更
是城市居民是否热爱电影的投票器。
河南是人口大省，在人们的传统观念
中，人口基数大就证明潜在的观影群
体大，这是电影产业的利好指数。综
观主办过金鸡百花的城市，其中不乏
像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所以不管是

“唯票房论”，还是城市院线建设数量，
郑州都是完全有资格胜任的。

举办大型活动的能力是软
实力

虽然郑州并没有承接过大型电影
活动的经历，但近年来，多项全国性、
国际性的活动在郑州举行。2019年9
月，郑州承办了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同月，2019郑州网
球公开赛举行，吸引了近30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百名顶尖高手参赛；12月12
日至12月15日，又一国际顶级赛事
——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
决赛也将举行。

在电影领域，近年来郑州在电影
活动方面也进行了多次尝试。

2018年11月，“一带一路”国际电
影交流活动在郑州举行，当时中国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康建民告诉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类似活动在大型电

影节上只能作为一个单元存在，但如
果把其分离出来放到其他城市举行就
会成为独立的活动，也势必会推动举
办地电影文化和外国电影文化的碰撞
和交流。2019年10月中旬，郑州国际
电影周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电影
活动共有30多部影片参与，虽然在观
影经验丰富的影迷看来，这次电影周
还稍显稚嫩，留给普通影迷的空间也
有限，但从实践性角度来讲，每一次尝
试都是为举办真正大型电影节做的积
累。11月初，中国(郑州)国际电影交流
展在位于郑州中牟的电影小镇举行，
来自俄罗斯、波兰、印度、伊朗、澳大利
亚、白俄罗斯、墨西哥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优秀的影片、电影人共同交流。

电影小镇的建成也是中原电影事
业发展的大事件，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影小镇通过电影
和实景娱乐相互结合的方式，以电影
手法重现郑州德化街、大同路、福寿街
的历史场景，凸显中原人的城市记
忆。在设施方面，以电影场景游览、电
影主题演艺、电影互动游乐、电影文化
体验、电影主题客栈、民宿和非遗体验
等于一体，以光影的魔法和持续迭代
的演艺打造全新的文旅体验，将“沉
浸”“穿越”“电影”等体验发挥到极
致。从游客的整体体验来看，郑州这
座电影小镇放到全国范围内也称得上
业内翘楚。

举办电影节，郑州还需要做
什么？

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电影节？有
专家这样解释: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大
众性决定了电影节具有强烈的亲和
力，能够缩短电影与市民的距离，降低
百姓参与的门槛，这就是电影节的应
有之义。专家认为：“电影节不仅仅是
放电影和看电影，而是和城市的文化
积累和文明程度密切相关。这就是城
市为什么需要电影节。”

金鸡百花电影节为何选择郑州？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阐释
了原因，郑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黄河文明到拜
祖文化，从矗立千年时光的商城遗址
到威震海内外的嵩山少林功夫，亘古
久远的文化成为郑州历史的见证者。
郑州是内地开放的新高地，具备卓越
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郑州大力发展区位交通
优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城
镇化，从内陆腹地变身开放高地，迈上
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征程。国家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标
志着郑州迎来了近代以来继铁路枢纽
生成、省会迁建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历
史发展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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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将如何“圆梦”？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厦门作为未来几届金鸡奖
的举办城市，通过哪些方面来增加城
市与电影之间的贴合度？

据介绍，厦门在中国电影家协会
的指导下，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统筹
全市资源，在人、财、物等方面做好全
方位的保障服务，确保电影节的成功
举办。在政策配套上，出台了扶持电
影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现有厦门
大学电影博物馆基础上选址建设电影
博物馆，完善落实电影产业发展的空
间布局规划和需求。在基础设施建设
上，改造建设影视拍摄基地，规划建设
独具特色的电影节主场馆区。在电影
人才培育上，积极推动与厦门大学合
作创建电影学院，这将成为在“双一
流”综合性大学中开办的第一所电影
学院，同时鼓励厦门市高等院校和教
育培训机构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多
类型的影视人才培养。

郑州一位多年从事电影行业的人
士认为，一座城市通过电影节获得的
收益不仅仅是开、闭幕式的门
票，以及展映电影的票房收入，更
多的是通过电影节来拉动本地电
影产业的发展，形成合力，在吸
引外来投资的同时充分挖掘
本地电影人才。河南籍演
员鲍振江把河南的电影市
场比作是一片富饶的煤
矿，但全是小煤窑，“你
挖几铁锹，我挖几铁
锹，可能自己挣着钱
了，但没有把资源最大
化，反而破坏了资源。
河南电影缺少真正的专
业人才，也缺少好的艺
术观”。鲍振江这些年没
少听到朋友们开工的消
息，但自己玩玩可以，不能

形成集团作战就不
能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样的电影形
成不了电影文化，应该叫自娱自
乐”。

正如昨天郑州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副市长黄卿在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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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新闻发布会所说：“电影
节的举办必将有力提升郑
州城市文化品位，扩大郑
州城市影响力，促进内
陆地区的电影文化交
流、电影精品创作和
电影事业发展。”而
这些也是我们这座
城市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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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最好的造梦师
□史小努比（电影从业者）

这些年，郑州似乎迎来了自
己的“城运”，她不断向外界释放

着升级、突破的信号，渴望在新一
轮历史进程中获得足够荣耀的地

位。虽然金鸡百花这样总是更换主
办地的表彰活动不会为郑州留下恒

久印记，但起码能让这座文化氛围并
不“新一线”的内陆城市有所觉醒。而

纷至沓来的明星大咖，自然会成为一段
时间里街头巷尾的八卦焦点。

作为普通影迷，我最期待的电影节体
验，自然是在家门口串影院、看电影——

看那些只有电影节能看到的电影。读书的
时候条件便利，刷伯格曼电影周，那天《处女

泉》散场，正往外走，抬眼就看到袁泉还陷在
位子上抹泪；回郑州工作之后，发现想要瞻仰
的杰作在其他城市展映，依然要拿出“双11”血
拼的劲头定闹钟抢票，坐高铁四处围观。至今
都难忘在北京五棵松的某影院看四小时片长的

《美国往事》，几百人的影厅座无虚席，却因季节原
因未开空调。汗流浃背到神情恍惚，最后起身时甚
至有点头重脚轻，好像做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梦。

电影并非刚需，对人和城市都是如此。但幸运
的是，或许郑州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美梦点缀和
装饰的阶段。此时，电影就是最好的造梦师。

你有多久没听见影院里响起掌声了？
□红鱼（前电影媒体从业者，现编剧，终身影迷）

还在电影媒体的时候，掌声倒是寻常事，但多半是礼
节性的——放映完毕，字幕一出，紧跟着多半就是主创上
台，人家大老远请你来看个片，于情于理，都得呱唧几声表
示表示不是？电影本身质量如何，倒成了细枝末节的事。

不做媒体之后，跟着普通观众一起买票入场，耳闻讥笑
有之，电话有之，谩骂甚至鼾声都有之，掌声，尤其是全场集体
鼓掌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绝响”。

也难怪，本来就是你先跟观众闹着玩的，还指望观众把你
当回事不成？

但总有例外。今年在上海电影节看卡索维茨的《女煞格洛
丽亚》。当格洛丽亚为了不让黑帮们把那个全家遭灭门的小男孩
带走而猝然掏枪射向他们的那一刻，全场骤然炸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没有人再去在意导演刻意为之的去戏剧化风格，在意女主角
的徐娘半老，在意影厅外传来的恼人装修噪音。那一刻，似乎所有
人都在一起见证，见证那个冰冷、粗暴、烟不离口的女走私犯，如何
在一瞬间成为一名母亲。

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你才会意识到，原来除了资本运作的游戏，
惊人视效的堆积，对美丽却雷同脸庞的陈列和令人生厌的宣传攻势轰
炸，电影其实应该还有另一张面孔，一张与生俱来，却几乎已被遗忘的面
孔。在那张面孔上，镌刻着复杂而真挚的情感如何撞击心灵，镌刻着人类
遭逢的苦难，和被这些苦难挤压出的卑微与伟大。也就是马丁说的“电影
从来都是关于真相，那些美学、情感与精神上的真相，人们如何互相伤害，
互相爱护，如何在突如其来的一瞬，被迫面对真实的自己”。也只有当亲手
制造或见证这些瞬间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吃这碗饭，是体面的。

电影节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的答案。

合成 琦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