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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萌芽于 1919年日本殖民地

时期，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面临着主体

不明的身份危机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挑

战。此后历经朝鲜战争和军事独裁统治，

一路跌跌撞撞，走得异常艰难。1988年汉

城奥运会顺利举办的同时，韩国电影市场

的大门被迫开放，大批好莱坞电影自由涌

入，韩国电影险遭灭顶之灾。是羊入虎口

还是与狼共舞？好在多年的斗争经验和

超强的学习能力，让韩国电影没有被来势

汹汹、志在必得的好莱坞围剿，而是在韩

国电影人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化危机为

机遇，谱写了民族电影崛起的“新世纪神

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段历史。

2007年突飞猛进的韩国电影忽遇瓶颈，业

界内部积极开展“瘦身运动”，制片人和大

演员直接叫板，得罪人是小、捋顺事儿是

大，这是今天的第二段影史佳话。2014年

《潜水钟》事件令青瓦台恼羞成怒，电影界

多人卷入“总统黑名单”，韩国文化政策一

夜倒退二十年……

从 1919 到 2019 年，韩国电影百年历

史充满了柳暗花明、危机四伏，但一次次

总能化危机为机遇，通过自救释放出生生

不息的活力。李沧东导演说，“现在是过

去的延长，将来是现在的延伸。从过去开

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未来。”希望我选择

的这三次危机史，可以帮助大家更全面地

了解韩国电影的今天。

现代电影历史的开端

（1988-1999）

1988 年随着“Hand in Hand”一曲的

大红，汉城奥运会成功“开催”，标志着韩

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达到了某种可以被

世界认可的水平。但非常不幸的是，就在

同一年韩国迫于美国的通商压力，同意开

放电影市场，也就是说好莱坞的大型发行

公司具备了直接在韩国发行美国电影的

市场许可。第一部此类电影便是UIP（派

拉蒙、环球、MGM）发行的《致命的诱

惑》。好莱坞电影确实给了渐渐富裕起来

的韩国观众以“致命的诱惑”，1987年在韩

公映的好莱坞电影只有 84 部，第二年便

猛增到了 175部，足有一倍之多。完全没

有抵抗能力的韩国电影，在劲敌面前自然

有些溃不成军，本土片市场份额仅占到

20%。开放五年后的 1993年更是跌至历

史最低，仅剩 15.9%。电影院里的好莱坞

影片几乎是本土片量的 6 倍（347: 63）。

眼看韩国也将和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成

为被好莱坞市场统治的一员。但化危机

为机会，一直是善于奋力抗争的韩国人的

Slogan，何况韩国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是在日本殖民地的高压之下。所以，扛

住压力、善于学习、齐心对外是韩国电影

人多年的斗争经验和制胜法宝。在抵制

好莱坞直接发行的头两年，甚至有韩国电

影人在放映美国片的剧场里纵火和放

蛇。当然这些都是螳臂挡车，历史的破局

和突围总是来自于积极的备战和迎战。

就在本土片占有率一落千丈之时，韩国电

影人一面齐心协力斗志高昂地反抗着好

莱坞帝国主义，一面暗自操练、积极应对，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90年代初，韩国军事独裁统治宣告终

结，金泳三政府和金大中政府都在国家层

面上积极倡导文化产业，大众文化运动随

之蓬勃发展，专业电影杂志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社会上影迷文化氛围浓厚。而大资

本如三星、大宇、LG等，此时也因销售“家

庭录像机”的需要，以“录像带版权”为契

机开始投资本土片，这与大批踌躇满志但

苦于资本筹措的年轻电影策划人一拍即

合。而与这些头脑灵活善于创造时机的

80年代大学毕业生制片人合作的创作小

伙伴们，更是藏龙卧虎，他们或在驻韩的

法德文化院中自学成才或是留学归来，都

是抱负与智商齐高的艺术青年。很快韩

国电影开始触底反弹，摸索自己的“生存

之道”。

1997年前后大批新人、后来的电影中

坚力量相继出道，包括李沧东、洪常秀、金

基德、朴赞郁、金知云、林常树、许秦豪、奉

俊昊等。此外，1996年韩国电影最重要的

海外窗口釜山国际电影节亮相，为本土片

的扬帆远航准备了平台。1997年电影分

级制代替了电检制；1998 年 4 月，韩国首

个综合多厅影院江边CGV开业，传统的电

影发行方式随之改观。这一年年底，为保

护文化主权、坚守全年 146天放映国产电

影的“银幕配额制”，韩国电影人无论男女

老少都走上街头展开轰轰烈烈的“光头运

动”，震惊世界影坛，他们向死而生的勇气

最终换来了电影人全面胜利，韩国政府宣

布放弃拿电影做韩美WTO贸易谈判的砝

码。这也是法国首倡的贸易谈判中“文化

除外”的第二回胜利。1999年，半官半民

性质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设立，文化部

不再是主管电影的机构，政府只支援不干

预的角色转换迎来世界喝彩。

这一系列动作，令韩国电影无论从政

府政策、资金来源、人才换代还是发行结

构、节展平台抑或影迷文化、观众消费心

理等各方各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亦因

此，整个 90 年代韩国电影在好莱坞的猛

烈进攻下，不仅没有如预料般地消失，反

而化悲情为力量、转危机为机会，电影人

们手拉手在与好莱坞“死磕”的同时，也在

摸索着最适合自己和激发观众情感的叙

事之道。而这一探索的爆发点正是引发

票房轰动的由姜帝圭导演的民族商业大

片《生死谍变》，它用华丽的好莱坞章法，

演绎出了让本土观众捶胸顿足、酣畅淋漓

的故事与情感。借此韩国成为全球唯一

一个以本土片“击沉”《泰坦尼克号》的自

由电影市场。1999年韩国本土片市场占

有率因此飙升至 39.7%（参见表 3，当年法

国电影也只有30%）。它不仅预示了21世

纪韩国本土电影谱写奇迹的开始，还给深

陷好莱坞风暴中无力自救的他国民族电

影市场带来振奋与鼓舞，从此韩国电影的

品牌价值初现，直到 90 年代初还认为看

“本土电影很 Low”的韩国观众们也开始

认可电影市场上的“身土不二”精神了。

去泡沫运动（2007-2011）

如果说 1988年是一场由外向内引发

的危机的话，那 2007 年则是韩国电影界

内部的预警和自救，通过这场“去泡沫”运

动，韩国电影规模再次回归合理与稳定。

2001年，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首

次突破 50%（参见表 1），2004年一连两部

韩式大片《实尾岛》、《太极旗飘扬》再次刷

新票房纪录，韩国电影进入千万观众时

代。随着蒸蒸日上的市场规模，各种资本

涌向电影界，韩国电影无论制片数量还是

投资体量，都在激增与膨胀。韩国电影似

乎迎来了“最好的年代”，每位创作者都想

趁机做大赚多。2006年韩国本土片占有

率前所未有地高达 63.8%（参见表 4），上

映片数达到 108 部，比 2001 年增长了两

倍，同时日本的“韩流效应”热烈。但在巨

大的兴奋感堆砌的“成就”中，外强中干、

后继乏力等危机信号频频闪现——108部

电影中有 90部收益率呈赤字！一路飙升

的制作费并未如愿以偿地迎来大量高水

准之作，有限的市场、逐利的投机资本、重

复的类型与相似的故事，以及日渐“食伤”

的观众，都预警着韩国电影产业的新困

境。热钱蜂拥和好大喜功导致制片费持

续上涨，2003年韩国电影平均制作费已高

达 41.6 亿韩币（约 3300 万人民币），比之

三年前翻了一倍！另外由于韩国超高速

网络的普及令非法下载猖獗，2005年以后

电影附加市场几乎崩溃，2006-2008年间

所有的好莱坞 DVD 发行商悉数撤离韩

国。种种暗藏的危机令产业泡沫越积越

多，韩国电影从 2007 年开始占有率大幅

跌落，号称跨国大制作的《龙之战》遭遇全

面失败成为韩国电影界的年度笑话。这

一年被称为韩国电影“背水一战”的危机

年。2008年本土电影占有率一夜退回到

2000年水准，只有 42.1%。被当头棒喝的

韩国电影人终于意识到“都是大片太多惹

的祸”，开始下决心推广“电影瘦身运动”，

即减少中间体量电影的创作，开发多类

型、小投资并着重培养新人和新渠道。当

年业界最有影响的两大制片公司创始人

“SIDUS”的 车 胜 宰 先 生 和“CINEMA
SERVICE”的康佑硕导演甚至点名指姓地

将矛头对准两大“天价”明星，请演员们与

产业整体一起从长计议。

好在，危机面前韩国电影人迅速达成

统一战线，各路“大咖”不仅自降身价，而

且在持续推广“电影瘦身运动”的同时，积

极寻求新的突破。中间体量的影片被大

幅缩减，轻体量成为市场主流，原创度高、

成本较低的新人导演最被投资商看好。

经过三年的低潮、自救与方向调整，2011
年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回升至52%，

平均制作费则回落到 1400 万元人民币。

同时，在大制片人和名导演们的督促下，

拍摄现场的标准劳动合同也日渐成型，为

韩国电影产业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次内部预警与调控令韩国电影重整机

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并成功开创了大格

局、小电影、全类型、多观众层的稳定产业

局面，再次“笑傲江湖”。

潜水钟事件（2014-2016）

《寄生虫》获奖，文在寅总统发贺电

说，“韩国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

供能尽情发挥想象力、无所顾忌的电影制

作环境”。政府的支持一直是韩国电影脾

性“火爆”的底气，金大中总统开创的“一

臂之距”的电影政策也早已成为全球文化

政策的经典。可以说，没有政府政策的支

援，韩国电影很难如此快速、蓬勃地崛起，

并持续为国家形象的宣传打着最强大的

广告。

2014 年 10 月，釜山国际电影节因不

顾政客劝阻上映调查“世越号沉没”真相

的纪录片《潜水钟》而遭政府“彻查”，“不

合作”的电影节重要人物纷纷以各种理由

被辞退。同时曾制作或支持过电影《辩护

人》的公司和个人也开始遭受种种侵扰，

有苦难言。那些与总统思想不统一的电

影人几乎“一个都不放过”地被写进“文化

界黑名单”，根据2016年底曝光的材料显

示足有 9000 多名。各种独立、艺术电影

更是难以得到政府的投资支援。韩国文

化政策与社会氛围，仿佛一夜倒退了二十

年。

2016年4月18日，在世越号事件两年

后，韩国电影人终于打破沉默，“泛电影人

非常对策委员会”发表了拒绝参加由朴槿

惠政权主导的釜山电影节的联合声明

（Boycott）。“光头运动”当年的领导人、国

民导演林权泽愤慨地说：“这是国家的羞

耻、釜山的羞耻、电影人的羞耻……”。时

任韩国导演协会会长的奉俊昊则哭笑不

得地表示：“官僚们的要求就像是食客去

星级名店就餐，却让主厨一切听自己指

挥。”在联合声明的号召下，电影人开始对

指手画脚、粗暴干涉的政权予以有效反

击，同时各种曲折但有态度的电影大获好

评，《隧道》、《釜山行》等都是那一时期持

续引发热度、深受观众欢迎的代表作品。

2017年随着文在寅总统大选的胜出和因

“潜水钟事件”被罢免的釜山电影节李庸

观主席再次当选电影节董事局主席，韩国

电影人本次的抗争胜利结束，自由话语权

再次回归民间。

生生不息，危机不断。韩国电影与历

史一起经历了无数磨难，虽步步惊心却总

能化险为夷。它的崛起，绝不是一时一刻

的力量，也不是商业或艺术上一朝一夕的

成就，尤其当历史照进现实，我们更能看

清它现在的姿态。

《寄生虫》的火爆让韩国电影在百年

之际刷足了存在感。它像是依照韩国电

影美学精神下的一个蛋，既有观众基础又

不缺审美力量，且还能左右逢源地观照整

个产业的方方面面。我们常说电影有商

业的一面，有艺术的一面，也有作为媒体

的一面。而以《寄生虫》为代表的众多韩

国优质电影，它们同时助力了产业的崛

起、艺术成就上的辉煌和作为媒介对国家

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做到了三体合一。在

韩国电影风头十足的牵引下，韩国文化的

五洲飞跃遑论，还活跃了经济，甚至直接

令釜山这个曾经的小渔港摇身一变成长

为亚洲 MICE（节展）产业的第四大城市，

它可见与不可见的能量都在持续吸引着

全球观众与专家的目光。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副教授、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

▶奉俊昊

奉俊昊是韩国知识分子最爱的

创作者，也是男女老少全年龄层追

捧的国民电影人，甚至总有大批影

迷迫不及待期望着他的新片。美国

权威电影媒体 IndieWire 评论说“奉

俊昊本身就是一种类型”。法国《电

影手册》则写到：奉俊昊创造了独特

的电影章法“L'art du Piksari”（破音

儿的艺术）。这两大评价极具代表

性且不吝溢美之词，是什么样的电

影创作，得以在最讲“艺术”的舞台

——戛纳备受认可，之后又得到了

最推崇商业价值的好莱坞褒奖？类

型是美国电影的传统，是商业电影

分门别类的标签，是吸引大众的法

宝。艺术则重在张扬个性，是欧洲

电影的精髓，也是电影生命力的源

泉。他看似轻松地便将这两个水火

不容的界限打通，用类型片的惯例，

做出了反类型的意义表达，用艺术

片的选题，赢得了商业片的观众。

熟悉奉俊昊作品的观众都明白

IndieWire 所说的“奉俊昊本身就是

一种类型”这句话。因为他电影的

主类型十分明确，《杀人回忆》诉诸

犯罪、《汉江怪物》诉诸怪兽、《雪国

列车》诉诸科幻，而《寄生虫》则是类

型的派对，剧情、喜剧、黑色、犯罪、

恐怖轮流登场，这种类型的复合统

一走向明确但结局不明，恰是奉俊

昊作品独成一体的最大特色，也正

是法国《电影手册》评价的“L'art du
Piksari”（破音儿的艺术）魅力所

指。Piksari 是韩国的俚语，专指那

种唱高音时忽然破掉，或者打台球

时瞄了半天却射偏了方向的滑稽尴

尬情境，有点儿类似关键时刻掉链

子，出人意料、难掩荒唐但无可奈

何。由于评论界最资深的《电影手

册》也没有尝试去翻译这个词，而是

选择了使用原文，所以在此我们也

不必挖空心思地试图将它精准翻译

出来。总之简单说就是反转，毫不

留情、更无预期的反转，而且经常一

个接一个、目不暇接。但奉俊昊让

人惊叹的是，N 多反转都能令人感

官愉悦地接受，虽始料未及却难以

质疑。这其中隐藏的类型与破类型

情趣，恰是Piksari艺术的一种呈现，

也成就了“奉式标识”。类型是愉悦

大众的手段，而不期而至的破类型

则是独一无二的作者格调，饱含智

慧与嘲讽。换句话说，能自如调动

大众类型经典情趣，然后再以个人

特色破解与虚无，是奉俊昊的拿手

好戏。但此类兼备导演个人风格、

问题意识，同时并不放弃大众趣味

的高完成度作品，在韩国并不是他

一个人的独创，反而是新世纪韩国

电影的最大特色与美学特征。只不

过此类“优质电影”恰巧是从奉俊昊

的《杀人回忆》和朴赞郁的《老男孩》

开始的，作为发起人，他俩不过是将

这一创作策略执行得最为得心应手

与名满天下。

▶朴赞郁

当今电影界东方格调与西方思

考的最佳结合，韩国电影奇才。与

奉俊昊一起在 2003 年联手开启了

Well-made 韩国电影美学表达的新

场域，是大众与精英共同喜爱的电

影作者，也是所谓“Asia East Dream
Movie”（亚洲东方梦电影）的美学变

奏代表，更是贯通本国与欧美市场

的国际级大导演。他与奉俊昊的惺

惺相惜与并肩前行也被传为影坛佳

话，两人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政治

倾向和审美情趣，甚至会同时盯上

一部作品，但事后才知道已被对方

订购了。这一典故说的就是《老男

孩》和《杀人回忆》的原著 IP。一个

是漫画，一个是话剧。作为资深影

迷，他们对大众电影情趣的迷恋早

已融入到血液里，不会放弃，同时具

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性，并不

属意大制作，因为怕被资本束缚了

表达自由。他们都是自我表达意愿

非常强烈、自省的电影人，但着眼点

不同，表达方式也迥异，彼此不可

替代。

朴赞郁是典型的用B级片思维

拍摄主流电影的创作者，而且擅长

以类型电影方式对古典悲剧进行再

解说，因此被海外盛赞为类型革新

的代表。他出生在笃信天主教的家

庭，父亲是建筑系教授，他从小就跟

父亲到处看展，希望能成为美术史

教授，他的观影量极大，在成为著名

导演前甚至做过高端影评人，起点

堪比法国新浪潮的那批手册派大

师。他既欣赏希区柯克的技巧，又

着迷考里斯马基式的 B 级片规则，

这种丰富与矛盾合体的欣赏趣味导

致了其作品中精致与生猛的共存。

朴赞郁出名很早，是凭借《老男孩》

获得戛纳认可的第二位韩国导演。

他的电影充满了惊世骇俗的暴力场

面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悬念，而在这

些背后却隐藏着他对人性之洞的无

限探索。他用成功的商业包装承载

着个性表达，题材深刻、形式超前，

将西方宗教哲学与审美自然植入到

东方社会，优雅与生猛、古典与雅痞

的同存令其作品充满了独特的审美

情趣和东方魅力。除了《老男孩》，

我还要特别推荐拍摄于 2009 年的

《蝙蝠》，影片充满浓墨重彩的朴赞郁

元素：情色、嗜血、暴力与反抗、救赎、

悲情，阴谋与暴力相伴共生，欲望与

道德不断撕扯，剧情与画面珠联璧

合。而且将一个西方传统形象做了

全然东方化的处理，令人叫绝。看完

朴赞郁，不禁让每个人战战兢兢扪心

自问，“也许我们都有精神病，都在等

着被朴赞郁揭穿并治疗”。

改编自英国小说《指匠情挑》的

《小姐》和去年 BBC 发行的迷你剧

《女鼓手》是朴赞郁东西贯通的情趣

代表。剧作精巧反转强烈，镜头呈现

暴力，人伦关系也直逼常人底线。故

事虽然传奇，但在精心设计中，总能

挖掘出跨越地域、历史、人性而隐藏

起来的共通深度。同时，他因作品中

一以贯之的东方视觉表征和内在西

方哲思的完美贴合，成就了电影界新

东方主义的美学高峰。

▶李沧东

当代公认的亚洲现实主义电影

大师，是韩国电影的高度与艺术良

心所在。如果说林权泽是现代韩国

电影之父，那李沧东在韩国电影界

便是兄长一般的存在。大家风范、

悲天悯人、低调优雅。他的电影更

多呈现出经济社会给每一个普通人

带来的压力和无望，视线尖锐冷静，

以放弃镜头技巧的方式去“审丑”，

是韩国现实主义美学高峰的代表。

韩国电影资料馆前馆长、小说家赵

善熙对李沧东作品的评价形象、准

确：“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涌现出很

多话题作品，但它们中的人物往往

乘社会之风而来、顺风而去。只有

李沧东导演镜头里的人物似乎跟我

们一样，钱夹里揣着印有号码和地

址的身份证，一直生活在我们周

围。”

李沧东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已是

韩国知名小说作家，获过很多文学

大奖。他的小说均以韩国历史的宏

大背景为底色，譬如南北分断、都市

和产业化进程等，而大事件中的普

通人和生活细琐事件后隐藏的无力

悲情，一直是他的视点所在。他拒

绝华丽的表达习惯当时业已形成，

文字笔触拙朴、情感深沉，因此备受

批评家赞赏。代表作为《烧纸》，讲

述的是受左派父亲牵连一家人艰难

抑郁的伤感故事。听说今年会有国

内出版社正式发行李沧东的小说

集，不禁大加期待。李沧东导演入

行甚晚，四十岁以后因开始对纯文

学所具备的影响力产生怀疑，才在

朴光洙导演的邀请下开始由编剧进

入电影界。虽然迄今为止，低产的

李沧东只有六部电影作品，《绿鱼》、

《薄荷糖》、《绿洲》、《密阳》、《诗》和

《燃烧》，但部部掷地有声，屡受戛纳

和威尼斯电影节褒奖。这其中我个

人最爱 1999年的《薄荷糖》，因为导

演介绍说，“这是所有善良人的首

选”。该片逆千禧狂欢的全球潮流，

用冷静、省察、真挚的笔触和倒叙的

手法贯通整个韩国现代史，讲述了

一个普通男性在宏大的社会历史挟

持下，被无情抛弃的绝望故事。那

种个人最终无法逃出社会历史的无

力感令人唏嘘，深刻又不乏诗意。

文如其人，李沧东导演无论作

品还是为人在韩国电影界都有口皆

碑。他坚守现实主义美学创作态

度，“希望能拍出和好莱坞不同的东

西”。小说家出身的背景令其作品

中不乏文学化表达，隐喻也较多，文

本与文本背后的意义值得关注与思

考。在人文观照的视线下，画面徐

缓展现出那些被巨大社会风潮席卷

下的小人物。借用影评人朴优成

（音译）的话来说，“李沧东导演伟大

之处，在于他将有深度的人文学、政

治学、哲学和伦理学的思维，以电影

的方式化解并表现出来”。

李沧东导演一向自己创作剧

本，拍摄中以要求“严酷”著称。“不

要表演”是他对演员的要求，在他启

发式的演技指导下，不少演员得以

打碎被禁锢的框架，发现新的自

己。因此出演他作品的所有演员几

乎都能获得最佳主演的奖项认可。

文素丽凭《绿洲》获威尼斯电影节最

佳新人奖，而全度妍则借《密阳》摘

得金棕榈最佳女主角的殊荣。李沧

东导演为人平和、作风朴素，拍摄现

场对所有演员一视同仁，保持 90度

鞠躬打招呼的习惯，摄制结束后甚

至跟工作人员一起搬运照明器材。

而他在受卢武铉总统之邀出任韩国

文化部部长时，更是打破了不少官

场惯例，至今被传为佳话。由他亲

笔写就的就任宣言也早已成为经

典。他曾经给过我一个名单，里面

郑重地写着他 6部电影中主人公们

的汉字姓名，其严谨的现实主义精

神，令人肃然起敬。

韩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许文暎

先生曾按创作特征将韩国主要导演

划分为四种美学体系。林权泽、李

沧东和林常树开创了“民族现实主

义”表达的电影体系。他们的作品

多瞩目韩国的地域、历史以及与现

实的不调和性。主题意识强烈，但

可惜年轻观众很难属意。

艺术风格相差甚远但都有着多

快好省的制片水准的洪常秀和金基

德，被许先生暂且划归为“欧洲的现

代主义”体系。他俩是韩国电影最

长久的海外名片，也是外国影迷比

本土观众更多的少数派代表。属于

韩国电影大师班里特立独行的闲云

野鹤，作品另类、个人特征强烈、美

学特色一以贯之，而且紧锣密鼓保

持着每年一部的速度，身体力行地

实践着萨特的那句名言，“创作活动

也是创作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份

更像艺术家，制片过程精简，自我投

资、自产自销是一种常态，作品内外

展示出的独立态度令人称道，在造

就、丰富了韩国电影的多元化表达

的同时，其低投资、高产出的生存之

道，也为立志于独立艺术电影创作

的晚辈们贡献了正能量、指明了

出路。

金知云和柳承菀与奉俊昊、朴

赞郁一起同属“类型革新”体系，作

品的大众性与独特艺术性两相平

衡。他们都是重度影迷出身，因此

即便是执导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常

带出影迷的游戏态度。这其中也包

含上升势头凌厉、风格诡异的罗泓

轸。他们普遍青睐惊悚悬疑和动作

类型，同时揉杂着恐怖与幽默，口味

较重。作品具有大众亲和力的同时

也时常难掩固执的风格主义倾向。

这一体系在韩国的拥趸甚众，是年

轻电影人积极效仿的业界典范。

最后便是打造了韩国本土商业

大片票房奇迹的“主流电影”体系。

这一派创作人数众多。包括姜帝

圭、康佑硕、崔东勋、尹齐均、金容华

等。他们的电影拥有最广泛的观众

基础，巩固着韩国电影产业的底盘，

也为韩国电影的多元化默默坐镇。

姜帝圭导演在《生死谍变》后曾说，

“只有产业的盘子做大了，才有艺术

电影的生存空间”。因此，主流电影

创作群体在韩国电影崛起的过程中

功不可没。

许文暎先生的这四个体系划分

条理清晰，极具概括性，笔者十分赞

同。顺着这一脉络，我们得见韩国

电影的多样性和活跃度，它很难被

概括为某一地域电影的概念，也绝

不是一时一刻某几个人的力量。

表3. 1988-1999年韩国电影本国市场占有率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表4. 2006-2019韩国电影崛起数值一览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本土片份额

23.30%
20.20%
20.20%
21.20%
18.50%
15.90%

本土片份额

63.80%
50.80%
42.10%
48.70%
46.50%

52%
58.80%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土片份额

20.50%
20.90%
23.10%
25.50%
25.10%
39.70%

本土片份额

59.70%
50.10%

52%
53.70%

52%
50.90%
50.80%

◎向死而生的代表瞬间

朴赞郁和奉俊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