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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凡影创始合伙人李

湛以《从大银幕转向小荧幕，从业者准

备好了吗？》为话题进行了一场直播，

通过“疫情之下，院线电影要不要‘倒

牛奶’”、“小荧幕真的意味着降维吗”、

“从业者是否应该走向小荧幕”三个

“灵魂拷问”来一一解析当前的影视行

业现状，建议影视行业从业者根据个

体情况，结合市场信息与时代背景来

做出更好的选择。

创作者应该关注小荧幕

李湛横向对比疫情期间国内

外影视行业的现状，提出“网络上

架与改撤档成为了国内外片方主

要予以选择的措施”，而其中，选择

“院转网”在国内外都属少数，可见

国内外从业者直面网络的态度都

比较慎重。针对此种情况，李湛提

出影视从业者在面临网络与改档

选择的时候，需要把握的核心在于

市场与观众。

根据凡影在疫情期间对 300位观

众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者

认为他们在网络平台观看电影或网

生内容等活动都会大比例增加，而去

影院观影这一行为将急剧减少。“虽

然不排除受访者心理状态以及近期

电影市场新片供应的影响，但我们依

旧可以预计，若院线开放时间继续后

延，观众倾向可能会越来越偏于网

络。”李湛由此建议从业者要关注小

荧幕创作。

网生内容正在破局

李湛以凡影对网络电影受众的调

查报告为依据，提出对于普通观众而

言，“院线与网生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眼

中十分模糊，有不少观众是依据自己

观看电影的平台渠道来定义作品的品

类属性。”

而对于网络电影内容本身，题

材、内容、特效等多种因素共同形成

的口碑评分已然成为观众选择影片

的重要指标。网络电影与院线电影

一样，都需要宣传和营销，但平台的

差异导致了二者营销方式上的不同，

李湛提出：“电影在院线与网络平台

的营销思路应当是截然不同的。相

比院线电影，网络电影更需要的是口

碑与热点来带动。”

从国内外网剧、网络大电影的

发展现状出发，李湛对小荧幕网生

内容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直言

“观众在对所有内容形式进行消费

的过程当中最大的诉求即是寻求情

感共鸣”。

竞争核心仍在内容

无论是大银幕还是小荧屏，能够

吸引观众的最终都是优质的内容。实

现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是所有作品

的最终情感导向。

李湛认为，小荧幕上的情感共鸣

需要另一种不同的经验，要用特定甚

至更复杂的方法与技巧来实现。从院

线电影到网络电影，实际上并不是简

单的“降维”，而是变更了一个维度。

观众自身对于内容本质的看重和市场

上多样性需求启示创作者，无需执着

于表象，讲出好故事才应当是最终的

目标。

困境之下，危险与机遇并存，无论

何种形式，归根结底都是优质内容的

竞争，网生内容创作与大银幕创作没

有高低之分，有的只是创作方式和宣

传渠道的差别，最终都要在观众面前

以内容和品质取胜。

（郑中砥）

本报讯 5月4日，电影频道融媒体

直播《青春诗会·春天里的中国》在第

101个青年节明媚收官，携一个月来近

百位电影人及青年代表敬献的诗意，

致敬每一段属于青春的理想、奋斗与

奉献。

“我喜欢出发，就是向着未知、未

能、未来出发。”坐镇本期《青春诗会·
我喜欢出发》直播现场的中央民族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融汇古今激

荡诗情，与电影频道主持人蓝羽一并

为广大观众解析这些青春诗句背后的

动人事迹与真实力量。

怀抱青春喜悦，电影人陈都灵、

郭帆、郭晓东、韩东君、黄明昊、景

甜、沈月、佟丽娅、王俊凯、许魏洲、

杨洋、张天爱、张译、张一山、朱亚

文，同航天员、全国青联副主席王亚

平，电影《攀登者》原型之一夏伯

渝，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及队员

王宁，青年科研专家曾大军，“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肖思孟、於若

飞、涂可蔼、方荣、张超凡、汪勇等

青年代表一道温暖发声，乘着诗歌

之翼飞向未来。电影频道主持人蓝

羽、郭玮、谢映玲、李丹、李金泽、罗

曼、巧筠更全新演绎《星辰大海》，

为这场青春之旅精彩收官。

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五四奖章获得者谱写青春理想

“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

手而是要问意志。”我国首位依靠双腿

假肢登上珠峰的登山家夏伯渝，在《青

春诗会》直播中将汪国真《我喜欢出

发》诗句与自己的不凡人生融为一体。

这样的生命诠释，令蒙曼格外感

动。“我见过他本人，也看过以他为原

型的电影《攀登者》，”给以她最大触动

的，正是夏伯渝向未知、未能、未来出

发的志与勇，“只要有着志向，多远的

路都能到达。”

与青年电影人张天爱及各行各业

劳动者代表接力诵读这首切题诗作

的，还有不久前光荣获得“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的时代青年代表。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

矣。为赶在第一时间驰援湖北，“90
后”医护肖思孟毅然剪掉长发，顶着这

个春天最为“时尚”的短发造型定义着

中国青年的最美形象。而疫情期间带

领志愿者司机团队义务接送金银潭医

院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武汉“快递小哥”

汪勇，其守护英雄义举之温暖，至今仍

在延续。

“这是我们疫情后第一次聚在一

起，”同志愿者伙伴一并亮相《青春诗

会》直播连线的汪勇，手中展示着他们

为所有医护、志愿者等相关抗疫人员

集结整理的纪念册《金银潭日记》，“四

百多页一共涵盖了三百多人，全部都

是手写的，比较有温度。”

出发，是“从此我不再抱怨，不再

迟疑，我强壮满足，迈步走上大路”；理

想，是“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

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生活的

邀请函，更是“只想知道你有何渴望，

是否敢追逐心中梦想”……王俊凯、朱

亚文、许魏洲、张译、蓝羽所诵读的佳

篇，正是肖思孟、汪勇这样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一代不懈践行的

生命之诗。

“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向着

理想全力出发，吾辈青年热血不息。

人类的双手，能为宇宙穿上盛装

航天志气与女排精神定义奋斗

“人生虽是暂短的，但只有人类的

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世界呀，

由于人的生存，而有了无穷的希望。”

诗人郭小川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望星空》，被航天员王亚平及《流浪地

球》导演郭帆联手重绎出中国航天的

时代高度。

仰望星空，更脚踏实地。长征 5
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之际，中国航

天制造技术研究院一群航空青年疫情

期间制造全自动口罩机的“硬核跨界”

壮举依旧值得铭记。

“制造机器并不难，难就难在时

间紧、任务重、原材料紧缺，”回想 16
天完成样机研制的“中国速度”，出现

在《青春诗会》直播镜头中的祝正新

紧张中透着坚定，“可能对于年轻人

来说，每天面对电脑、图纸、零件的工

作是枯燥的，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为抗疫和祖国蓝天事业奋斗是值

得的。”

“我们有与雪花一样的银羽，我们

的血液，与蜡梅的颜色完全相同……”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出演空军飞行战

士的佟丽娅与韩东君，将一首饱含奋

斗激情的《飞行》敬献祖国蓝天。而其

中可堪执着的拼搏意味，更被另外一

群时代青年所不断践行。

“有人说它是拼搏精神，有人说它

是团队精神，”对于女排精神，天津女

排队员王宁在近期有了新的理解，“我

觉得现在还要加入医护人员的牺牲、

奉献精神，将这些学习投入到女排精

神的内涵中。”

作为老女排球迷，蒙曼在《青春诗

会》直播现场分享着1981年12月号的

《新体育》杂志女排冠军特辑。其中，

记录着冰心先生著名的《成功的花》：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叹她现时的明

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

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世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

比人更高的山峰。”青年电影人张一山

诵读的《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将

奋斗路上属于中国青年的无畏与坚守

交付诗意、交付远方。

他们在地上，愿为一盏灯

脱贫攻坚躬行者奉献不息

理想离不开奋斗，奋斗更与奉献

相伴相生。决战脱贫攻坚的 2020，奉
献的定义被众多放弃城市光鲜、甘愿

扎根基层的中国青年拓至更为广阔的

维度。

一段 Vlog 中，安徽省定远县吴圩

镇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自豪

地展示着田间喜人的郁郁葱葱。两次

放弃转编回城机会的她，已带领全村

人走上自主脱贫的致富路。而另一段

发自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觉

莫小学的影像，则记录着这里的悬崖

村孩子们对于支教教师金志坚的声声

“老师，我爱你”。

“看了很有触动，让我感觉到身上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沉甸甸的。”已经

在峨边支教一年有余的金老师，始终

在教学过程中铭记“遇难思变，永不放

弃”的初心，“我觉得我来对了地方，虽

然一阶段的脱贫任务已经完成，但我

们的帮扶永远不会停止。”

同这些一线耕耘的青年践行者们

心手相牵的，还有秉持公益责任的中

国电影人。作为由电影频道发起的大

型公益项目“脱贫攻坚战——星光行

动”中的“星光队员”代表，电影人郭晓

东与景甜也以《献给我的同代人》和

《温暖春天的花》遥寄着命运与共的牵

挂——“他们在天上，愿为一颗星；他

们在地上，愿为一盏灯；不怕显得多么

渺小，只要尽其可能。”

在蒙曼看来，这些中国青年所践

行的家国诺言，正是古人“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气节风骨

在崭新时代的奉献样貌。“这时候才

能平息住我心头的忧烦，这时候才能

舒展开我额头的颦皱，在人间我才真

领会到幸福的根由……”乡间美景不

胜收的莱蒙托夫名篇《当那苍黄色的

麦浪在随风起伏》，在青年电影人杨

洋的吟诵中更指向着青年奋斗者的

奉献意义。

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

天。阳光与花香，从田间村野传至祖

国的每个角落；飞花传令间，理想、奋

斗与奉献，向着诗与远方飞扬、出发。

由春暖迈入夏初，72 位读诗人的

殷切希冀，都伴随《青春诗会·春天里

的中国》融媒体直播影像渐次化为明

媚生机，向青春中国的多彩未来出

发。据悉，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将在

夏日继续迎来围绕电影频道“星辰大

海——青年演员计划”入选影人展开的

公益直播活动。

（林琳）

本报讯 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日前在线上直播，由尔冬升宣布

颁奖结果。

《少年的你》凭借 12项提名最

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曾

国祥）、最佳女演员（周冬雨）、最佳

编剧（林咏琛、李媛、许伊萌）等在内

的八项大奖，成为本届金像奖最大

赢家。易烊千玺错失“影帝”奖杯，

获得了最佳新演员奖项，而最佳亚

洲华语电影的奖项则颁发给了胡波

导演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

本报讯 近日，平遥电影宫设计

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产业园

区研究中心主任廉毅锐发表题为《飞

鸽还是永久？——贾科长的乡建与回

流精英嵌入方式》的文章探讨乡村建

设与精英回流的问题。他以贾樟柯与

山西贾家庄的关系为例，提出乡村建

设、乡村更新需要人才，精英回流无疑

将成为一支强大的乡村建设力量。

平遥电影宫、贾樟柯艺术中心、种

子影院等，贾樟柯回到家乡的一系列

建设让廉毅锐深觉乡村振兴需要外部

精英、乡党回乡贡献力量。“现在贾家

庄，和贾科长一起干的，也是村里的一

群年轻人。”在贾樟柯的影响之下，平

遥电影展、吕梁文学季等文化活动相

继开展，盘活了乡村文化，架起了乡村

与城市之间的桥梁。

廉毅锐在文中特别提到了 2019
年参与吕梁文学季的感受，“吕梁文学

季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场盛

宴，料想对村民来说也是如此，”廉毅

锐细心观察到，当时参加文学季的至

少半数是周边百姓，“我不知道他们能

不能因此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但是，

从太阳下的脸上，能看出他们深深地

感觉到自己的这村，原来竟然也是这

么有韵味有趣，还挺了不起，”廉毅锐

在文中如是写道。

在诸多文化活动中，村民对自身

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从此以后，他

们可能也更关心自己的这片土地究竟

产生过什么样的文化，所谓文化自信

大概就是这样开始重建了。”廉毅锐在

文章中道出了精英回流不仅能够对乡

村建设起到有力支撑，更能够为乡村

带回更多元鲜活的文化。

在文章最后，廉毅锐提出乡村应

该着力“捕获精英”，“类似‘贾科长’这

样，本土出发，能够回流，有限嵌入，候

鸟式往返。振兴机会大概就倍增了。”

（郑中砥）

CCTV-6电影频道收视排行榜
统计期限（2020年4月24日-2020年4月30日）

排名

1
2
3
4
4
6
7
8
9

10
11
12

片名/栏目

故事片《少年陈真》

故事片《龙在少林》

故事片《小醉拳》

故事片《功夫小子》

首播《玄笔录前传之妖王图》

首播《大匠春秋之秘典迷踪》

故事片《大闹天竺》

故事片《特殊身份》

周末影院《武林怪兽》

故事片《追捕》

首播《泥鳅过江》

光影星播客

收视率%

1.28
1.20
1.19
0.98
0.98
0.96
0.95
0.78
0.76
0.72
0.68
0.67

收视份额%

5.30
5.13
5.16
4.25
4.12
4.09
4.12
4.83
4.32
4.67
7.12
3.67

平遥电影宫设计师廉毅锐：

乡村振兴需要贾樟柯式回流精英

《青春诗会》收官

王俊凯、杨洋等诗咏未来

凡影创始合伙人李湛：

创作不分贵贱，内容才是关键

本报讯 5 月 6 日，迪士尼发布

2020年第二财季财报（截至3月28
日），营收 180 亿美元，比上一年同

期高 20%，净利润缩减至 4.6 亿美

元，较去年同期大降93%。财报中

表示，新冠疫情对该公司造成的损

失总共超过14亿美元。

迪士尼长期倚重线下的乐园

和电影作品影院发行，在疫情冲击

面前还是维持了盈利，是因为美国

的疫情在 3月中旬才暴发，对公司

业绩负面影响在下一个季度财报

体现得会更明显。从 3 月疫情全

球蔓延以来，迪士尼在全球的 6座

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基本停业，周边

的零售店、邮轮也陷入停摆。海外

游客量下滑50%，乐园损失超10亿

美元。2020年第二财季，迪士尼影

视部门营收 15.09 亿美元，同比增

长33%，营业利润同比下滑了8%，

为4.66亿美元。

电影院关门导致迪士尼的电影

重新定档，《花木兰》从3月推迟到7
月24日上映、《黑寡妇》从5月推迟到

11月。营收主要来自《1/2魔法》影

院发行和VOD收入以及《星球大战：

天行者崛起》在1月份的票房。一部

分院线电影，如《阿特米斯奇幻历

险》被迪士尼安排在“Disney+”上播

出。此外更新的电影档期中没有出

现《X战警：新变种人》，这部电影最

初上映日期是2018年4月，但迪士

尼接手后多次调整，最近一次的档

期是今年4月1日。

本报讯 腾讯视频、爱奇艺、优

酷三家视频网站日前联合正午阳

光、华策影视、柠萌影业、慈文传

媒、耀客传媒、新丽传媒等影视公

司发布关于共克时艰行业自救行

动的联合倡议。

倡议书中提到倡导严肃、严谨

的创作风尚，抵制浪费奢靡之风，

降低成本，纠治“腐败失信”乱象等

内容。倡导凝心聚力、迎难而上，

为关键之年书写关键之举，为伟大

时代创作伟大作品；倡导严肃、严

谨的创作风尚，反对内容注水，规

范集数长度，鼓励精品短剧集；倡

导勤俭节约，反对虚荣攀比；倡导

共克时艰，共降成本，共担风险，共

建信心；倡导廉洁从业，纠治“贪腐

失信”乱象等。

本报讯 由郑恺、李昀锐、张榕

容、曹炳琨领衔主演，李晨、张蓝

心、金靖特别主演，陆彭、郭铁城主

演，田雨、范志毅等友情出演的院

线电影《极速超越》近日杀青。

《极速超越》聚焦专业短跑运

动员的职业生涯和退役后的人生，

从一名短跑运动员为点，展现一群

运动员的职业与生活状态，进而延

伸到平凡人生中的选择与坚持。

《少年的你》斩获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八项大奖

运动题材电影《极速超越》杀青

多家影视公司联合发出倡议
倡导严肃创作风尚 抵制浪费奢靡之风

迪士尼一季度净利润下滑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