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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情停摆的全国电影院，

在第一季度的市场损失，将因这场尚未结

束的全球疫情，短时期难以弥补。这场疫

情带来的市场危机，迫使我们对影院这种

封闭空间的聚众型文化消费，及其电影的

内容创作与传播，探寻切实的变革之路，

化危为机。

疫前的市场困境

从 2002 年的全国票房 8 亿多元，到

2019年全国票房持续增长突破600亿元，并

在同年度产生单片票房接近50亿的《流浪

地球》、《哪吒魔童降世》这两部国产佳片，在

全球票房排名、国产片主导本土市场份额

上，中国电影市场取得空前成绩，这是中国

电影人十多年来合力奋进的结果。

繁荣与困危并存，中国电影亟需改变

的危境，去年已开始显现，这是中国电影产

业的民营化主导的市场特征导致，体现于

三个方面。

一是电影销售市场。中国院线市场是

伴随着民营商业地产发展的起落、也是中

国商业地产中的最普遍的功能产品，不管

是自主投资，还是租赁使用，从去年开始，

各种因素导致的消费实体市场份额的减

缩，已让一些中小院线陷入经营困境，有的

甚至关停。

二是电影生产力市场。中国电影导

演、演员、编剧、摄影等核心创作者，以及宣

发营销团队，都是以民营个体工作室或股

份制公司形式参与到电影的创作与产销，

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投资者。在电影行业

协会缺乏生产力价值交易调控与制约能力

等诸多因素下，电影主创与宣发的价格与

成本随行就市、居高不下，推高了中国电影

的整体制作与宣发成本，形成了两极分

化。去年开始，不乏投资过亿、票房却收得

数千万元而产生巨额亏损的知名案例。

三是电影投资市场。2018年开始，澎

湃了十年之久的电影资本市场开始退潮。

十多年来，海内外资本涌向中国电影的产

业蓝海，推高了国产片的产销成本，拉高了

电影新片产量。近年来，获得电影公映许

可证的国产新片平均每年可达六百部以

上，平均每天都能看到两部新片，2019 年

共生产电影故事片为 850 部，最后真正能

进入院线产生良好票房成绩与社会影响

的，只有十分之一。资本的盈利本性，使得

对赌利润业绩成为资本与电影人合作的主

要方式，各行各业都在做电影，电影人却都

在做对赌生意，这种现象引发的各种违法

违规事件，去年仍有发生。

潜在内患，终将会引发痛亡。今年的

突发疫情，电影高速发展被按下暂停键，不

少影视制作公司走向生存绝境。这像是对

中国电影市场疾患多年的脓疮于外部划破

一道口子，只是提前开始了影视产业早应

完成的市场自我调节。面对中国电影产业

这轮大浪淘沙，我们用理性待之，或许更能

促进来日的健康发展。

疫后的智能经营与分众消费的变革

在数码技术与网络经济的高速发展

推动下，电影院的变革早已开始。一是

胶片放映被数字放映取代，电影放映的

人工操作降至最低程度。二是猫眼、淘

票票等网络售票的普遍应用，影院的人

工售票窗口，已渐变成爆米花、饮料与电

影后产品的柜台，电子取票机成为观众

进影院的纸质票券的获取渠道。影院的

人力成本在降低，传染病疫情，更迫使影

院尽快进行服务智能化的革新：在售卖、

检票、导引等与观众接触服务岗位，实现

无人自动化服务；在保洁、消防等环节，

实现智能机器人服务。

实现数字无人智能化服务，应是影

院可以达成的目标，这需要去人力成本

的决心，也需要影院空间多样化转型的

智慧，影院售票前厅多演变成咖啡甜品

店、游戏厅，更可向艺术小展厅、智能化

书店等多功能转化。

疫情过后，视频网站如何促进中国

电影市场产能？

有新的诞生，是因为有旧的消亡。

腾讯、优酷、爱奇艺等视频网站的崛起，

更替与弥补了已消亡的音像市场、正萎

缩的卫星电视台在一部电影上的非院线

收入。资本的非理性扩张，使得视频网

站对院线大片收购一度偏离正常，三家

视频机构同时参与到院线大片的投资、

制片与发行领域，特别是网络售票，对中

国院线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在院线大

片上，视频网站始终以院线为先、相融共

存，以会员制收费模式体现院线大片的

视频收入价值。

电影《囧妈》放弃未来的院线市场，

高价售卖给某视频网站，该网站采取免

费放映，随后《肥龙过江》、《大赢家》两部

新片也首发视频网站进行收费点播或免

费放映。美国 Netflix 对院线电影观众的

争夺战，在我国一触即发，这是疫情造成

的客观现实加速了这一大势所趋的变革

进程。品质大片的网络视频首发即成历

史，但《囧妈》的网络免费放映是视频企

业自我扩张的短期的特殊市场行为，不

是行业的长远良性趋势。

我们应直面全国院线市场拐点的严

峻现实，建立视频网站的统一市场。单

片单次收费点播，或许才是中国电影视

频市场主流模式。

这一模式，其实早已被全国广电系统

的有线电视网智能点映系统实践，有线电

视网络的受众以居家的中老年观众为

主。视频网站单片单次收费，与院线的一

票一片对应，不同的是，全国院线只有 2D
与 3D 两种票价区分，但目前视频网站与

有线电视网的单片点播是一片一价，不同

的新片单片点播的定价不同。三家视频

网站与全国广电系统的有线电视网络，应

率先联手成立中国电影新片视频点播联

盟，统一单片点播价格，也就有了类似院

线票房统计的统一标准，迅速培养观众网

络单片付费的观影习惯，共同做大做强中

国电影的新产能，应对院线传统重资产因

疫情产生的损耗等危机。

影院智能化数字化服务与管理，视频

网站单片收费点播，还将给观众观影的消

费分级带来一种可能。在全球一体化的

网络文化时代，观众观影的消费分级对中

国电影发展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值得重

视。在互联网消费的数字时代，对一部电

影的分众消费早已成为可能。

微信、支付宝以及银行卡都已实名

制，数字信息时代的个体消费信息是透明

的。院线售票若全部实现网络化终端，在

观众实名制的消费前端入口，就可按观众

年龄进行购买电影片目的分级。同样，建

立统一标准的视频网络新片单片单次收

费点播，更能有效进行观众的细分化消

费。当然，不排除未成年人盗用父母等长

辈账号进行网络消费的漏洞，但在大数据

时代，电影分众消费是可控的。

在视频网络的电影传播产业中，用

消费分众来建立中国电影新的文化战

略，润物无声地养成观众正版消费习惯，

将会激发中国电影的创作与生产活力。

疫中的精品主题创作的自觉

近年在资本推动下，中国电影产量

巨大，积蓄了一批投资过亿的类型片与

大量中小规模的文艺片，除了《夺冠》、

《唐人街探案 3》、《姜子牙》等原定今年

春节档大片外，仍有《封神》三部曲系列

等新片早已定档，尽管档期无法实现，但

已完成拍摄的院线类型片、文艺片，足以

支撑与完成未来三年的中国电影市场的

多样性。

疫情之中，电影创作者们唯有积极完

成正创作的新片后期，迅速调整新片创作

计划，避免类型片的同题材创作带来的不

必要的损耗，强化精品意识，守正创新，在

全球疫情低谷，攀登电影艺术高峰。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年、中国共

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这两大主题的电影

创作与生产，已到关键时刻。正在进行

的全球抗疫中，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坚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势与中国人民的向心力，我们

进一步看到不同文化宗教政治背景下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衷共济。这必将提

高我们的视野与认知，这必将洗涤我们

的创作顽垢，在脱贫攻坚奔小康、建党百

年的主题创作中，择高处立、就平处坐、

向阔处行。

择高处立，要把传递与颂扬崇高人

文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作品

至高立意，崇高与完美人格永远能激励

观众共鸣的美学品格。

就平处坐，我们的电影要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抒写身边人，抒写始终为人

民谋幸福的不同时代的优秀中共党员的

银幕形象，现实主义始终是电影艺术的

核心美学。

向阔处行，我们的电影要有更为宽

阔的情感版图，作品传达的情感面越宽

阔，就越能得到观众更广泛层面的共鸣

与认同。言之无物、行之不远，特别在主

旋律电影创作中，创作者的情感立场与

表达方式与技巧尤为关键，这是一种创

作自觉，更是一种艺术良心。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更是电影创

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内容为王，只有

赢得观众肯定的电影作品大量涌现，才

能夯实中国电影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康

庄大道。

本报讯 3 月 30 日，NEC 在德

国率先发布 2020 年激光放映机

家族的又一新成员 NC1402L+。

这台拥有噪声低、体积小、重量

轻、防尘优的新机器，将为影院

营造最具沉浸感的观影体验。

一是超低噪音。NC1402L+的
噪音只有 49dB，即使安装在影厅

上方也不会影响观众观影，是中

小型影厅放映机最理想的选择。

二是安装灵活。NC1402L+
采用光源内置一体化设计，无需

外置排风系统。整机结构设计

紧凑，体积小、重量轻使得安装

更加灵活方便，适用于中小型影

院的吊顶安装。

三是节省成本。NC1402L+采
用了全新的激光光源技术，色彩

清晰明亮，30000小时的光源使用

寿命，能耗更低。全新的金属滤

网设计，节省了客户采购滤网的

成本。为影院运营商降低总体运

营成本，提高单个座位收入。

四是极致防尘。NC1402L+
延续 NEC 独家专利双腔体密封

内循环散热结构，将引擎和光源

完全密封在各自腔体中，不需要

特殊维护便可最大限度减少灰

尘进入机器内部。

（支乡）

本报讯 动画电影《星游记风暴法米拉

2》日前在爱奇艺上线，从片方发布的父子

主题预告和开播海报看，影片的热血本色

和饱满的情感内核一目了然。作为顶流国

漫 IP，《星游记》系列至今仍保持超高口碑

和热度。此次影片打磨三年高燃回归，一

经定档，平台预约人数与讨论度双双激

增。截至上线，预约人次已突破 56 万，获

同期网络预约人次TOP1。
“热血与情感共行”作为电影《星游记

之风暴法米拉 2》的一大看点，在此次的

“父子”版预告中可见一斑：一方面是麦当

与极光间的信念碰撞，两人在竞技场上演

巅峰对决让人大呼过瘾。另一方面，是深

深的父子羁绊。无论是麦当父亲对儿子的

鼓励引导、还是极光父亲对孩子的无言守

护，都让各年龄段的观众深感共鸣。此外，

预告中身为普通人却奋不顾身反抗邪恶的

极光父亲，正如当下无数个挺身而出拯救

同胞的平凡英雄，令人心生敬意。

一同发布的开播海报集结了太阳系超

强阵容。据悉，影片较之前作增加了49个

角色，共96个。而众人的造型和招式都有

别出心裁的风格化设定。如极光队友乙太

的招式皆是取自佛经，而洛奇的招式则模

仿袋鼠而来，可见制作上的匠心巧思。

据介绍，《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 2》在

保留经典“配方”的基础上，又从多个维度

寻求影片的创新与突破。精神上，深度演

绎了“中国式热血”。故事内核从主人公

“保护同伴”上升到“拯救太阳系”，而麦当

依旧知难而上向所有人诠释了何为理想与

信念；情感上，进一步渲染了贯穿《星游记》

的浓浓亲情。

从《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到

今日上线的开年力作《星游记 2》，光线彩

条屋影业作为多部“爆款”国漫的幕后布局

者，始终引领着中国动画探索前行。于观

众，陆续推出“三大”系列、“中国神话系列”

和“热血科幻系列”等优质多元的动画电影

作品；于行业，在 2017 年上线了中国首部

付费网络动画电影。本是动画模式的一次

开拓创新，却一举拿下同类型电影线上票

房冠军的佳绩。此番《星游记》时隔三年再

度上线电影新作，并超越前作收割了56万

预约人次，更给国产动画的多样选择提供

了信心。

另悉，《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 2》由全

擎娱乐、彩条屋影业、光线影业联合出品，

目前正在爱奇艺热播中。 （木夕）

中国电影，化危为机的思考

NEC激光放映机新品NC1402L+即将上市

《星游记2》上线获同期预约人次冠军

《穿普拉达的女王》

编剧：艾莲·布洛什·麦肯纳

导演：大卫·弗兰科尔

主演：安妮·海瑟薇

梅丽尔·斯特里普

▶《穿普拉达的女王》

《穿普拉达的女王》讲述一个

初入职场的年轻女孩子如何挑战

一个成功的女性，同时又建立起自

我。这部片子在青春励志类的电

影里算是做得非常极致了。

另外一个与《穿普拉达的女

王》同类型的电影《公主日记》也

很值得一看，每当我想休息、想放

松却又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就

会把这些经典的类型片翻出来再

看一遍。

▶《重返十七岁》

《重返十七岁》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青春片，整体氛围非常轻松愉

快，观众看起来完全是一种享受，

一点不会觉得疲惫。影片加入了

一点奇幻元素，而且解决了主人公

在现实中备受困扰的夫妻关系问

题，人物关系的勾连也非常巧妙。

这样的青春片非常具有时代感，而

且把角色的年龄特色完全呈现出

来，让人完全相信这是青春时期会

发生的事情。

▶《七月与安生》

《七月与安生》把两个女孩之间

的友谊拍得非常准确。女孩在青春

期结束之前，有一个很漫长的同性的

友谊期，这个友谊确实会发展成影片

中的那个样子，不是同性恋，就是非

常微妙的青春期女孩之间的友谊，夹

杂着友谊、炫耀和嫉妒。是那种“我

很需要你、我真的想要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的炫耀又主要针对你”的复杂

情感。这个影片完全呈现出来了，非

常细腻且客观。

（上接第9版）

编剧冉甲男推荐的影片节奏

明快、类型清晰，“我觉得疫情期间

大家心情可能会比较沉重、烦躁，

应该看一些轻松的、偏娱乐的电

影”。谈到当前的电影创作，冉甲

男态度非常明确，“我们需要先发

展类型片”。

从多年的从业经验出发，冉甲

男感受到当前电影市场的创作“越

来越分类型”，“做恐怖片还是做爱

情片，做喜剧片还是做现实题材影

片，大家基本上都会找准一个类型

深耕，用类型化的创作手法来做电

影。”从《画皮 2》到《西游记之三打

白骨精》，再到即将上映的“封神三

部曲”，冉甲男在魔幻类影片中的

创作积累非常丰富，而去年年底上

映的《宠爱》更为她提供了不同类

型写作的成功经验。多年积累，冉

甲男对当前电影市场中的类型片

创作有了更清晰的洞见，“我们在

很多个类型的创作中都仍处于探

索阶段，比较缺乏优秀的灾难片、

恐怖片，也没有非常成规模的优秀

青春片。”而同时，冉甲男也坦言

“像《战狼 2》或者是《流浪地球》那

样开创出一个影片类型，确实太不

容易了”。

类型片要让观众感到松弛

对于观众来说，类型片有着清

晰的结构范式和跌宕的故事情节，

能够带来轻松的观影体验。但是

对于创作者而言，想要完成一部优

秀的类型片并非易事。冉甲男非

常关注观众是否能在观影过程中

“感到松弛”，这被她视为“类型片

最重要事情”，“类型电影有充分的

游戏感、童话感，它最大的功能是

让观众轻松，而不是要去教育观

众，我认为类型电影最重要的就是

让观众在观片时感到松弛。”

恰是由于类型电影本身充分

的游戏感和对现实生活的弥合，才

让观众获得了两小时的“梦境时

空”，能够脱离生活的烦扰，全心沉

浸在故事中，“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在电影中被娱乐、被放松”，冉甲男

说。

对于创作者而言，想要娱乐观

众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有时候电影

不够好，观众会觉得假、不入戏”。

面对这种情况，冉甲男认为这是创

作者的责任，“不要去责怪观众，观

众没有责任，观众没能进入故事、出

戏了，就意味着一部类型片还不够

好。”在创作优秀类型片的路上，冉

甲男深知每一个创作者都要不断学

习，“我也喜欢沉浸在电影中的感

觉，也在不断从优秀的类型片里学

习能够让观众更加沉浸的方法。”

对于冉甲男来说，同一部电

影，工作式地看与休闲式地看，完

全是两种极端体验，她谈到在为了

筹备《宠爱》而反复拉片的经历，

“《流浪猫鲍勃》和《真爱至上》原本

是两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但是集中

在一个时间段去不断拉片、记笔

记、列出每个情节点、看上三四遍

的时候，再也没有了一个普通观众

的喜悦。”

国内优秀恐怖片还是空白

在“封神三部曲”之后，冉甲男

的创作兴趣集中在恐怖片上，“恐

怖片是个非常好的类型，但是这类

影片目前在国内的发展并不好。

大家对恐怖片的认识似乎还停留

在鬼怪妖魔、噩梦等初级阶段，其

实我认为恐怖片应该现代化一

些。”

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上，恐怖片

由于投资成本较低且拥有一批固

定的观众群，因而吸引了诸多投资

方的注意，但是真正优秀的恐怖电

影仍然非常稀缺。“很多投资方从

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考虑做恐怖

片。但我认为在故事层面上需要

更进一步的探索，任何类型都有深

入探讨的价值，恐怖片也是一样。”

冉甲男说。

也恰是由于恐怖片相对较低

的投资，冉甲男认为“在故事的探

索上，它的试错成本也比较低”。

目前，冉甲男正在筹备一个恐怖类

型的剧本，“跟鬼没关系，鬼是一种

隐喻，真正恐怖的永远是人”。

女性题材

不一定非得女性来做

谈到女性题材，冉甲男认为女

性题材影片品质的高下更多取决

于导演个人的经验、经历和创作能

力，与创作者的性别并无太大关

系，“如果一个男性导演真的对女

性题材有强烈的表达诉求，那必然

是由于他对某些东西已经有了独

特的体会，他可能会做得很好。反

之，并不是每个女性创作者就一定

就能把女性写得入木三分，她也有

可能陷入自我美化、自我沉溺的境

地”。

一方面，冉甲男坦言“能够理

解与亲身体会完全是两回事儿”，

恰如孩子能够理解母亲的辛苦与

母亲切身感受到的辛苦之间仍有

巨大鸿沟，“男性创作者在女性题

材影片的创作中，只有同理心并不

足够。有时候女性的细微情感变

化，对处境的敏感、对暴力的感知、

对异性和对同性的许多微妙情绪

等，有时候男性可以理解，但很多

时候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冉甲男也对电影人

的专业度和艺术敏感度抱有足够

信心，认为优秀的创作者在创作状

态下完全能够寻找到合适的切入

点。她以《七月与安生》为例，指出

男性创作者同样可以对女性心理

有细微的洞察和精确的表达，“导

演曾国祥完全抓住了青春期女孩

的心理，他把女性内心的复杂性和

矛盾性拍出来了。”从这个角度出

发，冉甲男认为男性导演完全可以

拍出优秀的女性题材影片，而且

“有时候男性创作者的客观视角，

反而会有优势”。

《重返十七岁》

编剧：杰森·菲拉尔蒂

导演：布尔·斯蒂尔斯

主演：扎克·埃夫隆

马修·派瑞

莱斯利·曼恩

《七月与安生》

编剧：林咏琛 李媛

许伊萌 吴楠

导演：曾国祥

主演：周冬雨

马思纯

◎冉甲男谈类型：我们需要从类型片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