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北京青年影展总结报告 

 

2014年第一届北京青年影展自 5月开启至 10月结束，启动

仪式暨媒体见面会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活动现场启动了北京青年

影展“筑梦计划”。 活动以“新电影、新势力、新高度“为主题，

为青年电影人事业提供发展平台。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上百名导

演、演员和行业代表、著名导演高希希、青年编剧鲍鲸鲸、著名

美术霍庭霄、歌手卢庚戌、纪敏佳等纷纷到场，让所有在场观众

感受到了青年电影人的独特魅力。 

 

此外，导演李玉、张元任第一节北京青年影展年度推广大使，

在 2014年度将全力推动影展各环节的顺利进行。北京青年影展

正式开启优秀青年电影征集活动，并将陆续举办开闭幕式、院线

展映、青年电影项目投融资论坛，最后带着观众最喜爱的电影作

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独特视角 一切以青年观众喜爱为先 

北京青年影展是用青年观众的视角，寻找最受欢迎的青年电

影作品。著名导演丁荫楠是北京青年影展评审委员会主席，他说，

“北京青年影展的团队非常的年轻，这是影展的本质，青年人自

己去做青年影展。另外态度也非常认真，在我眼中他们非常的具

有朝气和活力，这也符合现在青年电影人的现状。关于北京青年



影展我最希望它回归电影的本质，充满创作激情和热烈的讨论氛

围，就目前来说整个电影的大环境趋于快速发展的态势，我也希

望北京青年影展能够成为青年电影人的一个乐土。” 

 

据悉，北京青年影展将在 9月至 10月期间，推出三十部影片，

在商业院线、艺术院线、校园院线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

博物馆等专业影院展映。通过导演交流会、主创见面会、研讨会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拉近观众与电影的距离，让更多的观众欣赏

和了解到当代青年电影人的电影作品。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

导演丁荫楠、著名导演张元、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北

京电影学院电影系主任吴冠平、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武

亚军、中央新影纪录电影基金秘书长巴特尔、著名院线发行人高

军等都是北京青年影展的组委会成员。他们将在所有征集影片中，

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寻找最受青年人喜爱的影片。 

 

筑梦计划 助青年电影人梦想启航 

2013 年 8月，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青年电影扶持专项

基金”，旨在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中国电影事业及产业发展，为培

养青年电影人才、产业人才提供资助。同时支持电影技术的创新

和发展。基金成立后的第一个服务方向，就是资助和扶持“北京

青年影展”项目，在此背景下，北京青年影展发起了“筑梦计划”，

联合各方力量，在青年电影的创作、放映、宣传发行和海外推广



等方面分别予以扶持和推动，真正的推动青年电影人的创业和就

业，筑就青年电影人的梦想。 

 

筑梦计划之一：“青年电影拍摄计划”。2014-2017三年内，北

京青年影展将选择推荐优秀的电影创作人才，帮他们实现自己的

电影梦想。电影《彩虹之恋》将在年内启动，分别在中国、南非

两国取景拍摄，目前已进入正式筹备阶段。 

 

筑梦计划之二：“幸福电影计划”。陆续启动十部幸福主题电

影，让更多的青年电影人参与其中，用现代电影手段传播“人生

幸福智慧，帮助现今忙碌的国人更多地认识幸福科学”，2014年

第一部幸福系列电影《幸福密码》将与公众见面，在传播幸福科

学的同时，感受电影带来的幸福。 

 

筑梦计划之三：“青年电影高校展映计划”。在入围作品展映

环节，将北京青年影展遴选出的三十多部优秀影片在全国两千多

所高校陆续展映。并与二十一世纪校园数字电影院线合作，通过

电影展映、互动交流，形成青年学生与青年电影人的心灵对话，

分享青年电影人的创作理念、智慧，提升大学生的创作水平，丰

富大学校园文化活动。 

 

筑梦计划之四：“纪录电影青年制作人扶持计划”。通过展映



和评选的方式选拔优秀纪录片人才，加入中央新影纪录电影基金

资助目录，在“纪录片单元”，由双方共同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

进行全方位扶持，发掘出更多的纪录电影人才，推动纪录电影的

发展。 

 

筑梦计划之五：“北京青年影展、欧洲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优

秀影片推送计划”。计划 2014年 11月份在英国伦敦举办北京青

年影展英国展映周，届时将选择北京青年影展受表彰的优秀影片

和电影人，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电影交流和学术研讨。

这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切实体现，也是推动中国青年电影人与

国际接轨的战略布局。 

 

附 1： 

第一届北京青年影展组织架构 

 

批准单位： 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主办单位：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承 办 方： 北京宏元华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中国电影报社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 



附 2： 

第一届北京青年影展评委会名单 

 

主席：丁荫楠 

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第 10届荣誉委员。 

1979年，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春雨潇潇》，从而正式开启了他

的导演生涯，他凭借该片获得文化部青年优秀创作奖。1982年，

执导现代爱情片《逆光》。1986年，凭借执导的人物传记片《孙

中山》获得第 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2年，执导

人物传记片《周恩来》。1997年，担任剧情片《黄连·厚朴》的

导演。1998年，执导商战片《商旗》。 

2000年，执导剧情片《相伴永远》，该片获得第 21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2003年，执导人物传记片《邓小平》。2005

年，执导人物传记片《鲁迅》。2009年，执导剧情片《和平将军

陶峙岳》。2011年，丁荫楠与儿子丁震联手执导剧情片《左利军》。

2014年，丁荫楠担任中国国际微电影盛典评委会主席。2015年，

获得第 2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成员：巴特尔 

中央新影纪录电影基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投新影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盛世新影集团董事长。 



成员：王一川 

王一川，1959年生，四川乐山沐川人。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院长、教授。入选教育部 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

教育部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 

 

成员：吴冠平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199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史学博士，师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著名教

授吴迪先生，现供职于中国电影家协会，主要从事电影批评与创

作，曾担任多部影视剧的编导与策划工作主编《20世纪的电影

——世界电影经典》一书。发表电影理论评论文章十余万字。 

 

成员：武亚军 

武亚军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1994获北京大学

管理科学硕士，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

欧洲多所大学作过短期访问学者或进行合作研究，曾任中国环境

与发展合作委员会环境经济工作组学术秘书。目前任北京大学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华人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研究

员。 



成员：高军 

著名院线发行人 

 

附 3： 

第一届北京青年影展表彰影片简介 

 

1、《逆光飞翔》 

导演: 张荣吉 

编剧: 李念修 

主演: 张榕容 / 黄裕翔 / 李烈 / 许芳宜 / 柯淑勤 / 纳豆 

故事概要：音乐天分超凡的男孩裕翔（黄裕翔饰）弹得一手好琴，却

天生失明。他坚持不参加任何比赛，只希望能拥有像普通人一样的生

活。他第一次离家北上念书，遇见热爱跳舞却因故被迫放弃梦想的女

孩小洁（张榕容饰）。裕翔能“看见”世界上不被旁人看见的美丽，

从未放弃过这个世界。他就像一缕温暖的逆光照进了小洁冰冷的内心，

而小洁则带领着裕翔经历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冒险。两个看似永不会相

交的灵魂，却成为彼此遗失的那份力量。两人身后的那道耀眼的逆光，

正温暖着、鼓舞着他们向梦想展翅飞翔。 

2、《爱未央》 

导演: 李松霖 

编剧: 傅绍杰 

主演: 许还山 / 乔治·安东 / 李绮虹 / 惠英红 



故事概要：《新红河谷》以绝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主 线，讲述了一个

少数民族互相帮助、共同 抗敌的故事，由不同年代背景下彝族华裔 

祖孙三代人的不同命运及相同精神为引， 展现出历史动荡的大时代

小人物的命运以 及华裔迁徙的独特民族情结，揭示出中华民族的深 

厚文化底蕴及血脉绵延的真谛。影片时空 古今百年贯串，尤其展现

了百年前汉族、 彝族、哈尼族等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 民在列强

欺辱下浴血奋战而引发的保护家 园、保护锡矿、修建寸轨铁路乃至

献出生 命的抗战故事，感人至深，有较强的爱国 主义教育意义。 

3、《窗花》 

导演: 陈雨田 

主演: 姜晓冲 / 徐子菲 

故事概要：该片主要讲述了上世纪 60年代末，以知青韩江和蔚县窗

花姑娘香 儿、香儿发小木头为情感核心的一代人，在窗花保护、传

承历程中经历的 一系列世事变迁。影片把蔚县剪纸的 传承、发展、

弘扬和三个年轻人的爱 情故事融合起来。 

4、《神秘指纹》 

导演: 尹哲 

编剧: 胡金岚 / 尹哲 

主演: 沈丹萍 / 张光北 / 何晴 / 张兆北 

故事概要：老人院发生凶杀案。因中风失去行走功能的老人万标被杀。

刑警队探长李治负责案件侦破。根据物证，痕迹专家也是李治的母亲

李淑华得出嫌疑人是此前去老人院进行慈善捐赠的著名私营企业老



总志鹏的结论。 

5、《美姐》 

导演: 郝杰 

编剧: 郝杰 / 葛夏 

主演: 叶兰 / 冯四 / 葛夏 / 冯云 / 李玉琴 

故事概要：铁蛋的爱情开始得早，八岁就恋上了邻家巧妇美姐（叶兰 

饰 成年美姐）。文革禁唱地方戏曲二人台，也驱离了美姐一家人。辗

转十多年，铁蛋（冯四 饰）俨然已是条汉子。随着美姐（杜焕荣 饰 

中年美姐）与三个女儿返乡，看似忘不掉美姐，铁蛋先与其大女儿（叶

兰 饰）私恋未果，却被迫娶了二女儿（葛夏 饰）作为“补偿”。最

后决定跟着戏班子流浪，随他出门的却是美姐家的老三（叶兰 

饰）……  

有道是二人台不是天天有，情歌永远唱不完。 

6、《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 

导演: 杨瑾 

编剧: 杨瑾 

主演: 李书晨 / 王琛 / 卫永邵 / 毕东林 / 马有贯 

故事概要：故事发生在山西某地。城里孩子杨晋（李书晨 饰）小学

毕业了，他天资聪颖，能清楚地背诵全省地名，自感已经长大，为庆

祝自己的这一发现，他写信告诉父母自己要去奶奶家，真实的情况是

他跑到了山里好朋友王小波（王琛 饰）家。王小波学习成绩平平，

平日里调皮捣蛋，他即能炸黄河里的鱼，又能捉山里的螃蟹，是小伙



伴中的“混世魔王”。杨晋的奶奶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她爱孙子

胜过爱孙女，而常受爸爸批评的小波并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在俩孩

子眼中，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可理喻的，只有他们看到的才是真正的世

界。两个城乡不同环境长大的孩子，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夏天里，度过

了一段无法无天的美好时光 

7、《梦幻岛》 

导演: 王鸣飞 

编剧: 王鸣飞 / 杨十夜 

主演: 张殿菲 / 栗思涵 / 肖明 / 韩松 / 陈子儒 

故事概要：“怪女孩”韩晓晨（栗思涵 饰）是一名都市女漫画家，

唐宁是一名擅长绘画的孤岛海测兵。因为共同创作一本遇到海难的人

们流落到热带岛屿的漫画故事而结识。韩晓晨每天在老板的压榨和社

会压力下，把心中不满和烦恼，变成了恶作剧画在漫画里，给剧中人

物制造重重困难和打击。知识丰富的海测兵唐宁（张殿菲 饰）则见

招拆招， 处变不惊，用他的专业知识将灾难化解为好的结果，令韩

晓晨刮目相看。这两个从未谋面，素不相识的画家彼此吸引，在“梦

幻岛”中画自己的世界。  

8、《俐侎阿朵》 

导演: 张若以 

编剧: 张若以 / 唐汉霖 

主演: 施彦 / 华钦才让 / 鲁昕智 / 李於茜 / 罗世平 

故事概要：十九岁的俐侎女孩秀美（施彦 饰）因家庭经济困难，被



迫从舞蹈学院退学回家。她希望重新参加高考，考取普通专业来完成

自己的大学梦。秀美退学再次点燃了曾在中学时代与秀美有过朦胧恋

爱的黑狗（华钦才让 饰）对爱情的渴望。黑狗常年在外打工，此次

回乡是被母亲以病为由骗回来与从小订下的娃娃亲树果（李於茜 饰）

成亲。黑狗不顾树果的感受，毅然决然地追求秀美。而秀美面对情感

的纠葛，父母的反对、家庭的贫困以及强大的社会舆论陷入了困境之

中。  

秀美依靠执着的信念、坚强性格和理智的头脑，朝着自己的理想

一步步的努力。 

9、《爱情银行》 

导演: 曲江涛 

编剧: 曲江涛 / 黄晶 / 杨子萱 

主演: 夏雨 / 周泓 / 徐洁儿 / 罗京民 / 姜寒 

故事概要：爱情如果能够储存，是活期还是定期？利息又是什么？何

沐阳（夏雨 饰）开设了一家名为“爱情银行”的咖啡馆，恋人们可

以来这把对彼此的告白储存一年，如果一年以后分手，没有来取回视

频，视频就会被销毁，押金就归爱情银行所有，这也是爱情银行特殊

的经营之道。一个名叫余小鱼（周泓 饰）的女孩为拿回男朋友存在

这的爱情视频，与何沐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这场妙趣横生

的“战斗”中，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两人之间慢慢滋生，何沐阳开设爱

情银行的真正来由，一段十年情感的秘密也随之被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