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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制片人蒋劲松：5G 技术的到
来，让电影行业的创新创作面临全新的
挑战。随着 5G 手机的逐渐普及，大量
用户在数据流量上的消费会迅速增加，
基于短视频内容体验的不断升级，他
们会对产品质量提出新要求，这将推
动移动端短视频的井喷式发展，最终
能获得市场认可的一定是内容优秀的
作品。这对短视频剧本创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其中，还会对传统影视作品编剧们转
变创作思路带来一定影响。

导演周伟：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代
际改变着中国影视行业的格局。但
是，一些基本的规律不会被颠覆，任何
时候的创新都离不开“内容为王”，影
视作品题材的创作要 以 扎 实 的 内 容
为根基。从近两年大热影片来看，主
流价值永远都是国产电影最强核心推
动力。作品口碑对票房的影响越来越
大，从上映当天开始释放，优质原创电
影是国产电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受疫情影响，网络电影崛起，不管
在哪里播放，涉及什么样的题材，最终
获得观众认可还是有着故事内容的影
片。要改变人们网络电影低端的印
象，除创新技术与加大投资，如何讲好
故事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与创新的。

凤凰传奇影业董事长蒋浩：从电
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是当下中国电
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需要电影
人才培养的大力支撑和电影教育的创
新发展。我们所说的优秀电影人才，
除了人们常说的导演、编剧、演员，还
有鲜为人知的灯光师、道具师，对焦师
等，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

我们有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
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
等高等院校，每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
批优秀的电影人才，但我们还需要电
影界的“蓝翔技校”，通过系统的理论

授课与科学化的实践操作，代替原有的
师父在片场带徒弟模式，以提升整个团
队的专业性。在无锡，我们看到了好山
好水，也感受到了好的政策，希望有机
会能在这里看到这样一所院校，为中国
电影输送更多人才。

五元万象影业总裁姜伟：看当下的
中国电影行业，我们很难寄希望于通过
一部电影创新一项技术，放眼全球，也
没有多少像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导演
存在。在现有技术的框架内，培养更多
能够熟练运用这些技术的人才，是中国
电影工业化的发展动力之一。

电影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在实践中
完成，现在国内专业院校培养的毕业生
并不能很好地匹配电影行业的实际需
求，因为院校更多的是以塑造艺术家的
标准培养人才，我们需要的是大量基础
性、技术性人才，有了他们，才能让好的
技术发挥出最大效用。同时，我们希望
政府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能够提供更多
更好的政策支持，构建完善的人才产业
链。

墨境天合 CEO徐建：电影是产品，
分为作者 型 产 品和商业型产品。商业
型电影是有规律的，目前我国处在电影
工业化不断加速的阶段，电影的商品属
性越来越明显。因此，需要尊重电影商
品属性，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制作技术的
发展。眼下，虚拟化制作技术的使用潮
流已经扑面而来，通过对影视制作虚拟
技术的不断学习和运用，帮助中国电影
创作更好地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并在
实际运用中让国内的技术迭代升级。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对电
影 工 业 的 影 响 ，这 项 技 术 可 能 解 决 不
了“人类大脑”的工作，但可以解放人
类 的 双 手 ，比 如 目 前 影 视 制 作 中 的 擦
图、抠图等这类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有
了人工智能的介入，就能够节约大量制
作成本。

导演郭帆：

5G是路，我们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5G技术来了，我们都在积极探索，希
望能够对基础运营和技术标准都进行一个
梳理。在制作《流浪地球》时，我们的团队
就发现了很多有关技术标准的“坑”，一路
摔一路填一路思考，今后大家拍电影该如
何“避坑”？当下的中国电影在制作创作各
阶段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仅各种设
备的接口兼容性很低，甚至我们各部影片

的剧本格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种种不兼
容给影片的拍摄徒增许多烦恼。我认为，
只有一个个技术标准相对确认，我们才能
毫不费力串起这一个流程。现在是 5G时
代，只有借助新技术做好这些标准的制定，
才能让中国电影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

此外，我认为对于大家热切讨论的大
数据需要理性看待。不可否认，大数据很
好用，但大多分析的是过去的数据，作为一
个导演，我们还是更要专注于创新和多样
性，眼光不应该只看到当下拍什么能赚钱，
更要放眼未来，看看我们的路能走多远。

我们应该探索新的语言方式和场景的创
新，让直播不只是限于带货，因为带货不能
带给我们感动，但是故事可以带给我们感
动。

我们要决定怎么使用数据，而不是让
数据帮我们做决定。因为我们有人的天
性，怎么选择很重要。

导演路阳：

难关之下，更该思考今后电影怎么拍！

疫情期间，我们整个电影行业都面临着
巨大的危机，我认为中国电影人不但不能心
生退意，更应该趁此机会好好思考，后面一
段时间要给我们的观众呈现出怎样的作品，
如何在中国电影和好莱坞之间差距正不断
缩小的当下，打出中国电影的品牌。采用全
国产团队阵容的《流浪地球》给大家开了个
好头，今后如有可能，希望大家多多采用本
土团队，只有在无数项目的积累之后，中国电
影才能真正地发出“国货之光”。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的观众对影片

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希望导演们通过各种
全新的技术手段给大家带来焕然一新的体
验，让中国电影在观众期待和导演们想讲的
故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认为，只有用新
的手段来讲新的故事，用新技术来创作而非
制作，才能将更多观众吸引到银幕前。

导演饶晓志：

讲好故事，对中国电影很重要！

对我们这样创作故事的导演来说，中国
电影标准化日臻成熟，肯定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情。现在，我们在努力适应这样的变化。

我认为，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作品，不
管是反思人的堕落也好，还是弘扬人的光辉
也好，主要都是传达美的。我很期待在 5G技
术革新洗礼之下，中国电影产业有进一步的
变革，能够实现电影人和观众更多的奇思妙
想。对于我们这些讲故事的人来说，感动自
己更重要，这需要我们更多的创新和冒险精
神。希望在技术的帮助下，每个人都能讲好
我们想要讲的故事。

猫眼娱乐总裁顾思斌：

中国人更爱看中国故事！

疫情期间，虽然院线停摆，我们猫眼娱乐
一直在积极联系主管部门扶持产业，为电影
院开工做准备，也一直升级和探索各项技术。

受益于 4G技术发展，互联网影视平台蓬
勃发展，提升了 10%－20%观众的观影热情，
更为国产电影产业追上欧美提供了可能。
5G时代到来，网络平台可以补充现有院线的
发行能力，观影场地更加多元，也为电影的上
映提供了多重可能。今后，技术迭代会带来
更多的改变，就像VR这样的新技术，能为人
们的观影提供更多以前不敢想象的可能性。

通过大数据发现，中国人更爱看中国故
事，喜欢看真实情感的流露和表达。对我们
来说，要把一个一个票仓变成一个个鲜活的
人，通过把人的表达变为不同爱好和倾向观
众的素描。我们坚定相信，最终国产电影的
取胜之道还是内容为王，希望有更多好电影
陆续造福全国影迷。

5G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影视产业路在何方?

行 业 论 坛

5G时代来临，电影技术如何革新
BaseFX副总裁谢宁：如今，我们每

个公司除了设备要聚集在一个地方，数据
中心和工作人员也要如此。有了 5G 技
术，每个制作人员都能便捷地在“云端”拿
到数据工作，做完的成果也能快速上传。
而当电影行业变成这样的业态时，就真正
成为了共享经济模式，我们的制作人员可
以遍布在全球共同完成一个完美的作品。

盛悦国际董事长王乃鹏：2010 年，我
们公司就研发了目前全中国唯一一匹机
械仿生马，现已升级到第三代。同时，我
们研发的鲨鱼、海豚、海狮等，目前都能够
完成动物的各种表演。我相信，不久的未
来我们就能用电影当中的技术颠覆海洋
馆，还海洋生物一个自由的家园。

华为中国区传媒业务部解决方案总
监张凯：华为始终致力在视频领域提供更

多应用及解决方案。随着 5G 时代的来
临，我们可以提供非常高的上行带宽和下
行带宽，员工不用到公司，在云平台上就
可以快速创造超高清产品。在视频领域，
前期拍摄的某个画面质量不太好，可以用
人工智能对它进行修复、增强，不再需要
到现场进行返工。

诺华视创董事长米春林：作为制作公司，
最怕的是制作机房瘫痪或者存储崩盘，这也
是我们想把存储放上“云端”最根本的初衷。
原来解决方案里头，如果存储单纯上“云端”，
制作不上“云端”，这个是不可行的，因为无法
支付这么高昂的宽带费用，反而是增加成本。
只有将制作和存储全部上“云端”，包括流程管
理全部上“云端”才能够彻底改变现有的制作
模式，才能够从多方面节省综合的成本。

天工异彩联合创始人王璇：5G时代，我

们看到更多的是“希望”两字。未来，5G技术
不仅会影响影视行业，更会带动影视行业越
来越系统化、集成化，可视化的作品会更出
色。对于影视制作行业来讲，未来最大的变
革，就是虚拟化制作。虚拟化制作不光是对
于影视的制作环节，甚至会影响到影视的创
作环节，比如虚拟影棚、虚拟拍摄，这样的变革
有可能将改变传统制作甚至拍摄的模式，甚
至是视效公司另外一个发展的通路和渠道。

深度视界总裁谌鸿翔：影视行业最大的
瓶颈是什么？我认为是数据或者信息的不通
畅。而5G时代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大革新，我
们从前期看景、筹备，再到后期制作，甚至到发
行、衍生、虚拟资产，每一步完全可以通过“云
端”打穿。特别是有可能产生的虚拟资产和
一些传统浪费的东西，我们可以再次变现、利
用，这个时代将更让人兴奋、更让人期待。

影视创新创作呼唤创意人才数字文娱产业高速发展下的投资新思考

LiveNation中国区董事长宋柯：将
技术驱动和订阅制作为生产力的美国视
频点播公司奈飞，不久前市值超越迪士
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时间就代表
流量，奈飞打破边界，通过生产优质内容
抢夺用户时间，通过订阅大数据，掌握每
个用户的需求，让每个用户看到符合其口
味的内容推荐，给用户带来极致体验。这
种颠覆传统的路径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和
投资人学习。未来将积极寻找优质项目，
持续推出优质内容，努力推动产业升级。

猫眼娱乐战略投资与资本市场负责
人鞠红：疫情之下，奈飞纯会员制订阅模
式丝毫不受影响，反而被动扩张了用户
群体。这让我们看到，只有符合用户需
求，找准自己的“发展跑道”，才能在充满
风险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目前，猫眼
迈入发展“高速赛道”，实现了从单一娱

乐票务平台到综合性互联网娱乐服务平台的
蜕变，构筑“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通过不断
创新、持续强化平台能力为产业赋能，在推动
文娱数字化升级过程中实现自身成长。

恒信东方董事长孟宪民：跟随技术变
革，基于用户需求的创新，除了向应用层、
内容端不断跃变外，还须突破局限、改变思
维方式。大家都知道大电影有两个关键
点——IP和明星。我们要突破的局限是，
怎样让影迷和粉丝在电影上映前，就能通
过 VR 技术与电影角色进行互动，或在一
个新 IP 还未开发时，就先利用 VR 技术让
观众参与进来，给投资人、导演看到预期的
电影效果，这都是新技术带来的可能。

国韵文化董事长任晓峰：每一款产品
都有它的线上和线下属性，二者之分在于
其核心竞争力，是否能适应人们的消费属
性？国韵文化目前发力短剧就是基于这样

的思考。从应用场景角度来说，短剧可以填
补碎片化的时间，适用于生活中任一场景，所
以它的播出渠道十分广泛。从商业变现能力
来说，短剧植入要比长剧和电影更容易，成本
更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流工具。从用户画
像来说，因为质感、制作和内容都很优质，所以
它的用户画像也更广泛、更优质。未来，精品
短剧的发展持久力和爆发力可能会更强。

智屏时代董事长熊智辉：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到底是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
如果抛开成见，可以发现并没有冲突，只有
敢不敢改变。所有的“后浪”颠覆“前浪”就
是在“前浪”的“尸体”上寻找“营养”。只要
调整好心态，努力实现自我颠覆和突破，没
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中国生产的绝
大多数影视产品，海外价值基本为零，我们
希望通过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让更多
更好的中国文化走向海外。

圆 桌 对 话

5月 20日，第四届中国·江苏太湖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暨太湖电影周如
期举行，国内影视企业高管、业界精英、行业大咖齐聚，对5G时代电影技术革新、
影视创新创作与人才培育、后疫情时代影视发展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带来许多
前瞻且锐利的观点。

大咖齐聚，共绘影视新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