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在重庆青年电影展落幕的
同时，一组关于重庆电影的数据
也同期公布。根据重庆市委宣
传部电影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重庆电影总票房为
7.61亿元；今年年初到10月，本
土备案电影数量为27部，来重庆
取景的电影为25部……这一组
数据的背后，无疑说明重庆电影
产业已形成集聚效应。

那么，作为重庆电影重要的
活动之一，青年电影展未来应如
何发展，进而助推重庆电影进一
步发展呢？

“以青年电影展为平台，推出
更多优质的主流电影无疑是青年
电影展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丁钟
表示，未来影展在制片方面将加
大投入，努力形成电影创作中的
重庆图景的同时，还会以已经成
立的学术工作坊为切口，引领重
庆青年电影人的研究思路。

“电影展规模的扩大离不开
好影片，好影片的形成离不开好
剧本。”知名电影人张扬建议，重
庆青年电影展未来不仅可以设
置专门的剧本创作大赛，鼓励重
庆广大青年创作优秀的剧本，还
可与国内外知名剧本创作平台
进行合作，围绕重庆出台的“扶
垚计划”中的各项政策，让其中
优秀的剧本尽快影视化。在激
发他们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为重
庆电影的发展储备青年创作人
才、青年领军人才，助推本地电
影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著名电影制片人鄢雨建议，
青年电影展可在扩大评奖规模
的同时，加强与国际国内知名电
影企业的合作力度，如参加戛纳
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展，让重庆
青年电影人能通过青年电影展
这一平台，多接触行业的重要资
源，取得更好的成绩。

重庆青年电影展
未来怎么走？

□本报记者 黄琪奥

10月27日，第六届重庆青年电影展
在解放碑越界影城落下帷幕。陶红、文
淇、张扬等知名电影人纷纷前来助阵，让
现场气氛热烈。

在这些知名电影人的背后，有一名
身着红色西装的男子，一直站在越界影
城的门外，接待各位嘉宾。直到颁奖典
礼即将结束，他才走到银幕前，向到场观
众鞠躬致意，相约明年再见。

他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丁钟。他
还有另一个身份——重庆青年电影展发
起人之一。他和同事甘剑宇的努力，让
这个关注青年电影的影展在短短的六年
时间里成长为青年电影人展示与交流的
重要平台，受到诸多知名电影人的关注。

那么，丁钟等人当初为何要发起这
样一个影展？该影展又是怎样一步一步
长大的？

初生
一句玩笑促成的平台

“办青年电影展之初，真没想到它会
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最初我只是想为大
学生搭建起一个实践的平台，让他们能
立体、全面地认识自己学习的专业。”谈
起办青年电影展的初衷，丁钟笑着说。

时光回到2013年。彼时，刚刚担任
川外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负责人的丁钟经
常和同事聚在一起，探讨一个问题——
如何让学生走出迷茫。

“这个专业刚刚成立不久，同学们对
未来很迷茫。其实，当时的我比他们更
迷茫。我特别希望能通过一些教学上的
改善，增强学生对该专业的理解和认同
感。”丁钟回忆。

当时，他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讨论
这个问题。一度陷入一筹莫展。直到有
一天，一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干脆整
个电影展吧。”同事的玩笑让整个办公室
笑成了一团，却启发了丁钟。

“当时，我脑海里灵光一闪——放眼
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节
展。重庆作为直辖市，在青年电影这一

块却很少展示平台，我们为什么不能办
一个属于本土的青年电影展呢？”

丁钟想法得到了同事甘剑宇的赞
同。随后他们就自发投入到第一届影展
的筹划中。

“从2013年开始筹划到2014年5月
第一届影展启幕，一年时间里，我们没有
一天不碰壁。常常一天要跑上好几百公
里。说得口干舌燥，随身带着影展PPT
的U盘，车里放着影展的策划书，手机桌
面定格着影展的设计海报……甚至加任
何人微信都会写‘我是川外重庆青年电
影展的策展人’。”回忆起青年电影展的
筹备过程，丁钟十分感慨。从联系电影
产业的片方、资方，到拉赞助、争取合作
单位，再到场地选取、排片、宣传，协调影
院、协调观众……大到方案制定，小到所
有琐碎的细节，都是他和17人的团队一
项项完成的。

大家不懈努力有了结果。2014年5
月23日，首届影展在沙坪坝区启幕。当
时，他们把名字定为——重庆青年电影
艺术展。甘剑宇读研究生时的毕业作品
《小学鸡大电影》也成为那次电影艺术展
的开幕影片，首度与重庆观众见面。

“虽然那次影展只有青年短片竞赛单
元、展映交流单元、电影艺术沙龙三个单
元，总共只有97部作品参与了征集，但我
当时依然十分激动，毕竟我们真正做到了
从‘零’开始，从‘无’到‘有’。”甘剑宇说。

蜕变
各方关注让他们坚持下来

10月27日，第六届重庆青年电影展
落幕后，随着评委、观众的相继离开，解
放碑越界影城逐渐安静下来。

但丁钟却没有休息。他把几个负责
人叫到身旁，开始总结这届影展的得
失。大家陆续离开之后，丁钟一个人站
在空旷的影厅里，脑海里却浮现出四年
前的一件往事……

“影展还办得下去么？”那是2015年
10月的一天，沙坪坝区融汇温泉城内，刚
刚忙完第二届重庆青年电影艺术展的丁
钟看着空荡荡的大厅，自言自语。

“办第一届，大家对你的宽容度很
高。平地起高楼，哪怕只是一个小平房，
都很好；但越往后办，大家的要求也会越
来越高。我自然不能松懈。”丁钟告诉记
者，当时，受限于资金和片源，他感到影
展难以为继了。

就在丁钟他们决定放弃时，一件小
事的发生却让他改变了主意。“当时我们
为想加入影展做志愿者的同学们推出了
一个咨询QQ群号。没想到，三四天时
间里就有200多人加入。看着他们在群
里热火朝天地聊电影，我突然意识到我
们几个不是‘孤军奋战’，始终有一群爱
电影、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一起在坚持。”
丁钟说。

随后，丁钟找到曾参与过第七届金
鸡奖承办工作、时任重庆市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颜铀，希望能从她那

里得到帮助。
“颜老师得知我们的困境后，提了三

个建议——主动找政府，获得官方支持；
组建青年电影展专业委员会，解决人才
困境；寻找知名导演，解决片源问题。”丁
钟说。

得到颜铀的建议后，他们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时任重庆市文化委电影处（现
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何洪元。

“当时我听了丁钟关于青年电影展
的构想后，觉得这个影展相当不错，不仅
能在生产创作方面对重庆电影生产进行
补足，还可以为重庆挖掘大量青年电影
人才。”何洪元回忆，因此，电影处决定介
入青年电影展，不仅为该影展提供一定
的启动资金，还帮助他们协调场地和各
种影视资源。

后来，丁钟还找到了时任沙坪坝区
文化委主任李波。李波认为，应该从区
政府部门的层面对青年影展给予帮助。

“选择帮助他们，除了青年影展的举行能
帮助沙坪坝区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
产业、培育创意产业，更重要的是被他们
的坚持所打动。”李波表示。

随后，他们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
系曾经参加过第二届青年电影艺术展的
著名导演谢飞，希望他能从片源方面给
予一定的支持。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谢
飞导演不仅第一时间回复了邮件，还把
他手上一些国际片商、华语片商、版权代
理商的资源分享给他们，极大地拓展了
青年电影展的片源。

“重庆相关部门和谢飞导演的支持，坚
定了我们把影展办下去的决心。”甘剑宇
说，2016年9月，第三届重庆青年电影艺
术展如期举行，与前两届影展不同，这届影
展虽然主办方仍然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和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但指导单
位中，出现了重庆市文化委（现市文旅委）
和重庆市文联的身影。从第四届开始，这
两家单位成为影展主办单位。这也意味着
重庆青年电影展有了正式的官方的身份。

具体到此次影展，不仅首度设置了
知名导演作品回顾展，还把当时的热门
影片《长江图》等首度带到了重庆，参展
的青年电影人和短片数量也较上届增加
了一倍。2017年3月，重庆青年电影艺
术展正式更名为重庆青年电影展，这个
展览开始真正成为全国青年电影人沟通
交流的平台。

成长
那些从青年电影展走出的人

“谢谢评委，谢谢大家！”10月27日
的青年电影展颁奖现场，获得最佳影片
奖的北京导演瞿尤嘉拿着奖杯，对着影
院内的观众致谢。

“如果没有青年电影展，我的电影梦
也许在一开始就夭折了。下一步，我准
备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瞿尤嘉说。

2017年上半年，重庆青年电影展组
委会收到一部名为《朱美静》的短片。“看
完整部片子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导演在

场面的把控和角色的选择上都非常出
彩，于是准备第一时间通知他来重庆参
展。”一位工作人员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间小屋内，刚
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瞿尤嘉正盯着远方发
呆。突然，电邮的提示音让他从沉思中
清醒过来，当他看到电邮的内容，脸上的
表情变成了狂喜……

“《朱美静》是我的处女作。在投给重
庆青年电影展前，我也给其他的电影展投
递过这部作品，但都石沉大海了。”瞿尤嘉
回忆，当他从朋友那里听说重庆青年电影
展是一场面对青年电影人的影展后，就试
着投了作品，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回信。

当年10月，瞿尤嘉来到重庆，参加第
四届重庆青年电影展。“刚到影展现场，我
就被这里的气氛深深的感动了。”瞿尤嘉
说，不同于其他的节展，青年电影展更多
体现的是青年电影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在此次青年电影展上，瞿尤嘉的《朱
美静》荣获最佳影片奖。“这个奖不仅是
对我努力的肯定，更坚定了我坚持下去
的决心。”

瞿尤嘉回到北京之后，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电影创作中，并在今年拍出了
短片《三尺》，第二次荣获重庆青年电影展
最佳影片，并获得了投资方的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六年来，共有上百名
青年电影人通过重庆青年电影展为自己
的作品寻求到资金、技术等支持，包括电
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长江图》《闯入
者》等众多优秀作品的主创人员均参与
过电影展活动。

除了为青年电影人提供支持，青年电
影展也为大量热爱电影的重庆大学生提
供了最好的实践平台。相关统计显示，过
去的六年时间里，约2000名志愿者投入
到影展筹划与举办中，不少学生通过这样
的经历，对电影艺术有了进一步了解，先
后进入了相关领域学习、工作。

“除了走出了大量青年电影人，重庆
青年电影展在电影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丁钟说，六届影展期间，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教授、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武亚军教
授等二十余位知名高校学者来到重庆，围
绕区域电影发行、城市电影与城市形象、
新时代青年电影人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
开研讨，还依托川外浓郁的学术氛围，集
结出版了29万字的专题论著《城市影像
的表达机制与传播语境》，为电影理论、
电影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统计，六年来，重庆青年电影展的
参展影片数量已从最初的97部增加到
652部；奖项也从最初的11个扩大到14
个；直接覆盖观众人数从首届的2000多
人扩大到第六届的2万多人……

“如今的青年电影展已
经从最初的小打小
闹，逐步发展为西部
地区深具专业性和综
合性，有一定影响力
的电影节展之一。”何
洪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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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六年间，一个
最初由高校教师
自发组织起来的
民间电影展，逐渐
成长为重庆官方
主办的电影活动。

六年来，该电
影展的参展影片
数量从最初的 97
部增加到652部；
奖项从最初的 11
个扩大到 14 个；
直接覆盖观众人
数从首届的 2000
多人扩大到第六
届的2万多人。

如今的重庆
青年电影展，已经
成为全国青年电
影人展示与交流
的重要平台，西部
地区深具专业性
和综合性、有一定
影响力的电影节
展之一。

重庆青年电影展成长记

演员陶红在第六届重庆
青年电影展上致辞。

瞿尤嘉在第六届重庆青
年电影展现场。

第六届重庆青年电影展闭幕后，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合影。
本版图片由重庆青年电影展组委会提供

◀第六届
重庆青年电影
展现场。

◀第六届重庆青年
电影展期间放映的部分
电影海报。

重庆青年电影展发起人
丁钟（左）和甘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