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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龙门飞甲》呈现3D龙

卷风视觉奇观

徐克导演总是喜欢尝试新鲜的

事物,尤其是在电影拍摄的技术上,

于是国内第一部 IMAX-3D 商业电

影 就 诞 生 了——《龙 门 飞 甲》。 为

了 打 造 一 部“ 真 刀 真 枪 ”的 3D 影

片，导演徐克成立了由美国、新加

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 3D

人才组成的团队，这在中国电影史

上还是首例。其中，龙卷风中双雄

对决的打斗场面，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2014年，《归来》开启文艺片4K

之旅

为了追求极致的观影效果，张艺

谋于 2014 年执导的文艺片《归来》采

用了 4K 高视效制作技术，该片也是

国内首部 IMAX 文艺片。由于人物

身份，还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归来》

要求演员非常内敛的表演。但由于

4K 给大家呈现的细节，观众仍然能

感受到情感充沛的表演所带来的震

撼力。

2017年，《战狼2》点燃观众的民

族自豪感

2017 年暑期档，军事动作电影

《战狼 2》登陆电影市场，并最终斩

获 56.83 亿 票 房 ，刷 新 内 地 电 影 市

场单片票房纪录并保持至今。作

为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影片，《战

狼 2》凭借各种打斗、爆炸场面看得

人肾上腺素飙升；另一方面，故事

本身又能唤起人们内心的爱国主

义热情，观众同时得到了视觉和心

灵上的震撼。

2019年，《流浪地球》树立中国电

影工业化新标杆

一部没有“小鲜肉”的国产科幻

电影，从竞争激烈的春节档脱颖而

出 ，足 以 说 明 在 经 历 了“ 唯 流 量

论”、“唯 IP 论”的发展阶段之后，中

国电影进入了品质化、工业化的发

展道路上来。

《流浪地球》的拍摄，历经了 15

个月的设计、绘制、规划和搭建工

作，使用了 8 座摄影棚，置景车间共

加工制作了 1 万多件道具，置景延

展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相当于 14 个

足球场，其中运载车、地下城、空间

站等都是实景搭建，精心呈现出中

国首部“硬科幻”电影的高水准。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引发全

民的家国记忆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

国庆档这样的特殊档期，《我和我的祖

国》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讲述普通人

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的动人故事，形

成了全民观影热潮。不少影厅内，素

昧平生的观众自发唱起影片主题曲

《我和我的祖国》；在海外，全球华人都

在排队购买电影票，一同感受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庆典的欢乐氛围。

2019 年，《双子杀手》带来 3D、

4K、120帧观影新体验

2019 年 10 月，李安执导的新片

《双子杀手》在内地上映，作为唯一

能够放映 3D、4K、120 帧“顶配”版

的放映系统，Cinity 放映系统，让观

众从身临其境的动作场面中，体验

到颠覆式的感官刺激，晴朗的夜晚

下沉睡的海面、月光下缓缓波动的

海水、被火光覆盖的地下水塘……

一幕幕极美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

一边是红火的在线放映市场，

一边是处在煎熬等待中的影院人，

在电影人呼吁影院尽早开业的同

时,也有很多声音提出电影圈应当

突破定式思维,把更多内容产品向

线上平台开放。那么，在线放映真

的可以替代影院放映吗？电影人为

什么要保卫传统电影赖以生存的影

院这个观影场？

北京市委宣传部影视处处长霍

志静不久前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

文章指出，近 10年来,在互联网高度

发展和渗透生活的同时,线下电影

市场规模体量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

长,充分说明影院消费和互联网视

听消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观
看影院电影越来越成为消费者的刚

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艺创

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蓬勃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始终保持

高速发展的趋势。 2012 年 -2019
年，全国电影票房从 170.73 亿上升

至 642.66 亿元，年城市观影人次从

4.72 亿增长至 17.27 亿人，全国银幕

数也从 1.31 万块增长至近 7 万块，

各项主要产业指标都呈现出喜人的

增长态势。期间，电影人推出了《战

狼 2》、《流浪地球》、《红海行动》、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我

不是药神》等一批用心用情用功抒

写伟大时代，反映中国道路、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题材类型丰富、风格

形式多样的电影作品，获得了业界

口碑与市场成绩的双赢。

由猫眼娱乐发起的三期对“后

疫情”时代观众观影意愿及需求的

跟踪调查报告显示，3 月至 5 月期

间，期待回到影院的观众比例从七

成提升至近九成。数据变化显示，

人们对于影院观影的安全感和消费

信心与日俱增。调查结果显示 ，近

六成观众认为，五一假期电影院未

复工，给自己的娱乐休闲“影响非常

大”或“影响比较大”。

事实上，即便复工复产时期休

息时间减少，观众仍保持着极高的

观影量。5月，人均观影量（非影院）

为 6部，和 3月持平。但线上观影很

难满足大众观影需求。调查结果显

示，3 月疫情期间，期待去影院观影

的观众比例在七成左右，如今这一

比例增至九成。随着疫情受到控

制，人们回到影院的需求也越发强

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认为，线上发行的确可能成为“新常

态”，但不会太普遍，尤其是大体量

电影，大银幕能够充分释放电影作

为视听艺术的魅力，准确传递创作

者的表达，且不太容易通过在线发

行回收成本。线上发行是电影行业

的增量，是一种有效补充，但不可能

取代传统的影院发行模式。

饶曙光表示，影院发行仍是投

资方最根本的资金回收渠道，同时

拓展线上发行的可能，争取利益与

效益最大化。这其中要有大家共同

遵守的“游戏规则”，同时也考验着

电影行业的治理体系。

首都华融电影院经理于超表

示，《囧妈》等影片“转网”是特殊时

期出现的特殊情况。如果这条路走

通畅了，或许会逐渐完善网络平台

的播放体系，拓宽制片方回收资金

的机制和渠道，但电影的主阵地依

然在实体影院。

霍志静认为，电影作为一个发

展百年的成熟工业体系,其专业化程

度、制作成本已经越来越高,美国大

片如此,近年来一些现象级国产影片

同样如此。大投入、精制作、长周

期、高风险的影片如果仅靠互联网

发行,回收成本甚至盈利几乎没有可

能。

数据显示，电影《囧妈》在“字节

系”平台的总播放量在 14 亿左右，

可到了《大赢家》，播放量缩至 4 亿

左右，而总体曝光量、引流强度、综

合影响力等其他指标也都与前者相

去甚远。

近日，“爱腾优”相继公布 5 月

网络电影分账成绩。其中，爱奇艺

无一部新片在当月破千万，优酷

（《五龙镇棺传》）和腾讯视频（《倩

女幽魂：人间情》）各一部新片在当

月破千，相较于前 4 个月的成绩回

落明显。从 5 月开始，当月破千万

影片数量和影片分账数值都直线走

低。

可以见得，随着疫情的好转，不

论是院线电影“转网”，还是单纯为

网络平台定制的“网大”，都面临着

播放量下滑的趋势。

除了制片方回收成本的层面，

电影作为有着集体消费属性的文化

娱乐方式，其自身视听魅力的呈现，

大银幕也是必不可少的载体。

华夏电影首席技术专家李枢平

表示，电影的视听属性、社交属性决

定了电影院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

来，疫情过后，电影院不会消亡，依

然是电影放映的主要渠道，而电影

未来一定要瞄准高端化的发展方

向，才能带给观众线上观影无法得

到的体验。

富海芳也谈到，如果是品质的

一般的电影，选择线上渠道和走进

影院的体验区别不大，但如果是大

体量、大制作、高规格的影片，大银

幕带来的沉浸感，是线上观影所无

法比拟的。

饶曙光是影院观影的积极倡导

者，在他看来，走进影院不仅仅为了

技术体验、视听体验和社交行为，还

有无法被取代的、更深层次的人性

感悟。“这其中包括人的心理原型以

及共同性的心理体验。”饶曙光说，

“人是社会群体，需要共同心理的满

足与宣泄，以证明自己是人的存

在。从这个角度看，电影院所带来

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是其他渠

道无法实现的。”

霍志静认为，电影对社会共同

精神价值的建构作用越来越突出,
这种功能往往在电影院才能更好地

完成。

她表示，如果说 2012 年《泰囧》

得到 12 亿票房只是人们观影习惯

以及电影娱乐消费重建和回归的一

个标志,那么从 2016 年《湄公河行

动》开始,一种通过电影创作来呼应

国家意识、建构主流价值的主动意

识则在电影创作中逐渐成为自觉和

主流。从《战狼 2》、《红海行动》,到
《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中

国机长》,这些面貌全新的主旋律影

片,以其高票房、高共鸣、高评价获

得观众高度认同,其认同核心正是

其中的共同价值观,它带动更多非

常规观众追随进入影院,使得观看

这样的影片成为一种潮流和内在需

要,成为带有一定仪式感的行为,核
心价值观的传播和深化通过影院电

影找到依附载体、共鸣事件,并不断

被确认和确信。 （下转第8版）

◎观众回归影院热情持续高涨
大银幕地位不可替代

《红海行动》的爆破场面

120帧《双子杀手》呈现完美的追车戏份

《战狼2》的飞车镜头

视听效果、观影氛围、社交属性无法复制

大银幕的优势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