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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旭光

在互联网新媒介的背景下，笔者

近年来一直关注电影的想象力美学

与想象力消费问题，陆续撰写了《关

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思

考》、《想象力的挑战与中国奇幻类电

影的探索》、《中国电影呼唤想象力消

费时代》、《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

力消费”》、《影游融合的想象力美学

与想象力消费》、《电影的“想象力消

费”：意义、功能与实现》等文章，呼唤

电影的想象力，提出了想象力美学与

“想象力消费”等问题。

顾名思义，“想象力消费”就是指

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

于超验性、虚拟性较强的，充满想象

力的艺术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

费的巨大需求。互联网时代这种可

以无中生有，可以超越现实、虚拟现

实的想象力的消费，不同于人们对现

实主义作品的消费需求。这类作品

的功能不一定是“认识社会”，电影观

念也不一定是“电影是窗户”论。互

联网时代的“想象力消费”主要指青

少年受众对于超现实、后假定美学

类、玄幻科幻魔幻类作品的消费能力

和消费需求。

互联网时代电影对想象力的弘

扬和创造，不仅为人们开拓了想象世

界的无限空间，也是对人的精神需求

——一种“想象力消费”和“虚拟性消

费”的心理需求的满足。而在“后疫

情”时代，这种想象力消费无疑有很

大的心理需求和消费需求。

笔者认为，就影视产业而言，符

合“想象力消费”的下述几种形态或

题材的影视剧（因为区划标准不同，

会有交叉）的“想象力消费”空间极

大，应该大力发展，也必然会有一个

大的发展。

其一，影游融合类影视剧。影游

融合是当下网络生态环境下影视产

业的重要趋势和重要组成，其发展符

合时代发展需求，符合“网生代”受众

审美喜好，可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

“想象力消费”需求。

广义而言，具有游戏特质、游戏

元素或游戏风格的影视作品都可以

称之为影游融合作品；狭义而言，影

游融合则是指直接改编自游戏的作

品或具有游戏情节的作品，可以直接

或间接带来游戏体验、身体刺激的作

品，除了常规剧情性的电影外，还有

如VR沉浸式作品、5D电影，和互动影

视作品等。

显然，近年游戏行业的发展和疫

情期间的高歌猛进为“后疫情”时代

“影游融合”类影视创作提供了产业

基础、题材及 IP转化的强劲支撑。

根据伽马数据发布的《疫情防控

期游戏产业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

1-3 月移动游戏市场收入达到近 550
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率超过

49%。根据 Quest Mobile 发布的《“战

疫”专题报告》数据，受疫情影响，春

节期间手机游戏用户规模较平日增

长 30%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增长

17.8%。《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的用

户规模均迎来30%以上增长。

在笔者看来，疫情过后，游戏 IP改

编电影，或在电影中融入游戏元素、游

戏特质的影游融合类电影或将成为一

大趋势，有着开阔的发展空间并有望

成为中国电影恢复生命力的强势助推

力。从产业看，影游融合趋势对于影

视行业来说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影

游融合”类电影不但将“影视—游戏”

这两种媒介、艺术、产业或文化融合在

一起，而且还将倒逼或推动影视行业

在技术、制作、工业、宣发等层面的革

新及影院系统的革新。

无疑，疫情期间人们由于长期宅

在家，游戏成为了重要的娱乐、消遣

活动。游戏化的审美特性，如游戏化

叙事、游戏化场景，对震撼视听、漫画

式人物造型的偏好，对强刺激性、体

验感、互动性等游戏感的追求等，影

响并形构了受众的新的审美习尚、审

美心理与消费心理。受众自然会更

喜欢具有体验感、互动性、景观性、虚

拟性等具有游戏性美学特质的影游

融合类作品。

其二，灾难题材或灾难类型电

影。疫情期间，猝不及防的共同灾难

使得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遭受了巨

大的创痛，人们长期宅居在家，心理难

免极度压抑。不难发现，每次灾难过

后，受众都比较喜欢观看具有超现实

美学特质与充满想象力的电影，以此

慰藉心灵。如美国电影工业在上个世

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就迅猛发

展，并获称“梦幻工厂”的“雅号”。

因此，疫后作品应该大力发挥并

致力于满足受众“梦幻”、娱乐、心灵抚

慰、想象力消费的功能。影游融合如

此，灾难片或灾难类型电影也是如

此。灾难电影是以营造奇观场景，描

写人类遭受巨大暴力和伤亡为主要特

征的，作为一个重要的类型电影，灾难

电影一直以其视听震撼、奇观想象、灾

难美学、生态反思、人性反思、人类关

怀的力度与深度受到观众喜爱。

灾难电影充满想象力的、依托工

业化技术而达成的视觉美学满足了

受众“想象力消费”需求。它使受众

想象性、梦幻般地带入到灾难之中进

行身份认同，在梦幻般的“震惊”中历

尽艰险、净化情感。灾难电影往往通

过对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与奇观化来

营造视听奇观、视觉美学与灾难美

学。灾难景观无疑是对现实场景的

超越，是一种视听震撼，超越现实、想

象力极强的奇观化美学。无疑，“后

疫情”时代的灾难片应该以“人”为中

心，充分发挥想象力，既是满足受众

奇观化审美消费需求，同时更应该关

注灾难过程中个体所遭遇的心理创

伤、次生灾难及其获得新生的心路历

程。因为重大灾难过后，人们会长时

间处于灾难的阴影之中，灾难对于人

们心理的次生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其三，玄幻魔幻类、幻想型影视

剧。英国电影学者苏珊·海沃德在

《电影研究关键词》的“幻想片”条目

认为“幻想片包含四个基本类型：恐

怖 片（Horror）、科 幻 片（Science
Fiction）、童话片（神话片）和某种冒险

片（对不明之地的旅行和与难以置信

之生物的遭遇，例如《人猿星球》）。

幻想片是关于我们未知之领域，因而

我们也未视其为真实”。

笔者认为，中国的“东方式魔幻”

电影是中国式幻想片的一个重要形

态。此类电影在人与“他者”即妖鬼

蛇仙之情感关系的传奇化书写中询

唤美好的人性、情感、爱情，通过妖仙

鬼魅的传奇叙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

居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进行现代转

化和影像化表达，触发了中国人隐秘

潜在的鬼神文化情结或无意识心理，

在视觉奇观表达、特效等方面强化玄

幻色彩，以奇观化的场景、服饰、道

具、人物造型等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

莱坞魔幻、科幻大片的东方式的幻想

和奇诡——完成大众对魔幻和超验

世界的超验想象和奇观消费。

如疫后的网络电影领域，就出现

了《奇门遁甲》、《倩女幽魂：人间情》

等多部幻想类的热播作品，其中改编

自 1987 年《倩女幽魂》IP 的《倩女幽

魂：人间情》（5月 1日上映）最为引人

瞩目，上线首日点击量突破200万次、

上线 10天单平台（腾讯视频）分账票

房便突破了 3000 万。同时也形成了

网络热点，网上讨论甚至讨论该片的

“网络电影出圈”的话题。

“幻想类电影”很大程度上是衡

量一个民族想象力、创意力、创造力

的尺度，其完成度也依赖电影产业的

工业化水准。这类电影不仅因其故

事的假定性、虚构性、想象力而充分

契合当下年轻观众对拟像环境的熟

悉，而且类型融合中式幻想再造的创

作模式，也在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转化。

上述电影，无论是影游融合电

影、灾难电影还是玄幻类、幻想类电

影，都不仅可以满足后疫情时代受众

想象、超验、梦幻、净化、升华等心理

需求，更可以满足受众体验、互动、刺

激、虚拟的审美需求。因此，我们呼

唤并瞩望疫后出现一批具有虚拟性、

超验性、想象力强，甚至相对或暂时

远离现实，让受众沉浸式体验或超验

式梦幻的“想象力消费”类作品，灾难

电影、幻想电影、影游融合类作品为

其重要类别。

当下，疫情还没有结束，甚至还

有千变万化的不定因素。电影产业

发展的诸多严峻问题更有待从各个

方面积极面对，深入探讨。后疫情时

代，应和着广大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

和“想象力消费”需求的激增，我们应

该大力发展影游融合、幻想类、灾难

片、网络大电影或网剧等影视形态或

题材，于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

新局，不断丰富类型样式、美学形态，

不断扩展生态版图，推动中国电影的

再度辉煌。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

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

本报讯 6月21日，电影《出手吧！女

生》发布亲情版海报。影片由肯尼·盖奇

与德文·唐斯执导，陶奕希、释小松主演、

擅长拍功夫片的影人陈国坤倾情加盟。

从目前曝光的手绘海报中既看得出影片

题材生动有趣，又能感受得到父女亲情

温馨动人。

《出手吧！女生》作为一部青春励志

电影，将游戏、少年功夫、家庭教育等元

素融为一体，寓教于乐，温暖感人。影片

讲述一个爱打抱不平的武校女生李响

（陶奕希饰）通过父亲（陈国坤饰）虚拟现

实（VR）技术进入游戏，精进武功、重塑

自我的故事。她在虚拟的古代世界里遇

到了现实中常常欺负她的于大宝（释小

松饰），两个小冤家如何推进故事走向令

人期待。

在发布的海报中，可以看出父亲尽

心的爱，他用臂膀托起正在出手的女

儿，让女儿无后顾之忧，像极了我们现

实中的父亲，总是默默付出不遗余力，

在儿女最需要的时刻，永远都是最坚强

的后盾。“中国式父子（女）关系”一直是

热点话题。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个性强，

而父亲往往不善于表达，父子（女）之间

总会存在许多误解。该片突破了以往

少年电影剧情简单的瓶颈，将家庭教育

和父女的羁绊与和解融于剧情中，展现

了一个“扮成超人模样，一辈子忘了卸

妆”的温情父亲，从而赋予了影片强烈

的社会价值。

本报讯 6月 21日，电影《封神三部

曲》发布“夏至节气”海报，庆祝 2020年

夏至的到来。电影的官方微博还特意

提醒大家夏至的特点和应该注意的事

项：“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勿

食生冷，心静即清凉。”

最新的“夏至节气”海报选取了片

中角色服饰的细节，从图中可见，玉佩

和金饰制作极为精细，“金包玉”技艺的

使用更凸显出角色身份的高贵。在衣

领、袖口等位置，还有特别的装饰，从中

可见剧组主创们对于细节的精益求精。

据悉，原定于 2020 年暑期档上映

的《封神三部曲》第一部将改在 2021年

春节档上映。

本报讯 据平遥国际电影展官方网站

消息，2020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

创 投 ”（PINGYAO PROJECT PROMO⁃
TION）单元项目征集正式开启。2020年

10月前尚未制作、处于剧本开发阶段的

华语电影项目均可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为 2020年 8月 20日，最终入围名单将于

9月下旬公布。本届“平遥创投”由关注

年轻群体想法与发声的中国泛社交平台

MOMO 陌陌赞助冠名，陌陌亦是平遥国

际电影展过往三届的首席合作伙伴。

“平遥创投”是2019年平遥国际电影

展产业板块全新升级后增设的单元，旨

在发掘具有潜力的电影项目和华语新锐

影人。

第四届平遥电影展“平遥创投”特设

五项官方荣誉，荣誉得主均可获得现金

奖励，奖金总额共计 78万元人民币。其

中，平遥电影展联合陌陌影业，特别设立

的“平遥创投·陌陌青云剧本奖”，将由陌

陌影业组织专业评审，从所有项目的全

剧本中独立评选，荣誉得主将获得由陌

陌影业给予的 50 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

以及陌陌影业对该项目立项投资的承

诺。值得注意的是，尚未指定导演、制片

人的原创剧本可以由编剧为报名主体，

参与“陌陌青云剧本奖”。

此外，平遥电影展将邀请电影产业

界知名人士组成“平遥创投”评审团，从

入围项目中评选出“平遥创投·创意大

奖”，荣誉得主将获得 10 万元人民币现

金奖励。同时，“平遥创投”还将从不同

维度评选出“人文精神奖”、“ 商业潜力

奖”和“类型创新奖”，荣誉得主也将分别

获得6万元现金奖励。

“平遥创投”旨在为具有潜力的华语

电影项目和新锐影人提供产业沟通、资

源互动和融资平台，为优秀作品提供孵

化机会，成为发现华语新人的重要窗

口。“平遥创投”在 2019年第三届平遥电

影展首次开启，引发行业瞩目，吸引了

506个项目报名，最终入围第三届电影展

“平遥创投”的电影剧本项目亦受到来自

国内外产业嘉宾的一致好评，16个项目

中的9个项目，在电影展举办期间即落实

了投资合作意向。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 10 月

10 日至 19 日在位于山西晋中平遥古城

的平遥电影宫举行。

（影子）

《封神三部曲》
发“夏至”海报
2021年春节档上映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平遥创投”开启项目征集

《出手吧！女生》发亲情版海报

“后疫情”时代：
瞩望影视“想象力消费”的增长

当下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后疫情时代”。毫无疑问，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政治

格局、人类心理、文明进程等已经产生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疫情前后已经成为一道分水岭，

“后疫情”时代成为了一种现实。

电影行业作为“重灾区”之一，几乎遭受了“停摆”式的重创。中国电影业虽然也在逐渐开始恢

复正常运作，但仍有很多问题在影响着中国电影行业的疫后重建。

那么，“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能否重新唤回观众？能否度过“寒冬”，可持续良性发展并重新

出发而“再度辉煌”？

毋庸讳言，多难兴邦，生机与危

机并存。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电影

产业带来了重创，但也带来了线上模

式、云传播、“互联网＋电影”的新模

式和新机遇。疫情期间，冒行业之

“大不韪”，率先吃螃蟹的《囧妈》成

为一个值得研究的产业案例。影片

虽然质量一般却抓住了疫情期间的

受众心理，首开国内“免费线上首映”

的方式，不仅独占先机，“逃避”了春

节档对赌协议的巨大风险，还赢得了

禁足在家的受众的热烈欢迎，并获得

了良好的经济收益。虽说这种“互联

网＋电影”的模式其实在国外早已有

之（如Netflix出品的《罗马》因为只是

网播而没上院线就曾经引发资深导

演斯皮尔伯格的颇有啧言，认为该片

没有资格参加奥斯卡评奖）。但于国

内而言，在疫情不明朗，与院线协议

在先（虽然遭遇疫情全线撤档）的举

措虽属大胆创举但仍然值得商榷。

《囧妈》打破现行的电影公映窗口期

与付费模式等业内规则，违背市场契

约、行业道德更是引发了院线发行界

的强烈不满和公开抗议。在此我们

暂不作行业评判和道德审判，只是想

指出，这种“线上模式”和“分而治

之”的宣发模式给“互联网+”时代电

影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有一点更是毫无疑问——疫后，

电影行业必将更加充分地拥抱“互联

网”，因之电影工作者亦应更积极地

探索“线下＋线上”新模式，以与时俱

进，有效推动电影业的疫后重振。

笔者认为，疫后电影产业的逆势

自我拯救，绝地反击式的发展，除了

必然与互联网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

外，还必然与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情

况紧密相关。

其一，必须重视此次疫情带给人

们的心理、生活、观念等的巨大变

化。疫情期间，猝不及防的共同灾难

使得人们遭受了巨大的身心创痛，人

们长期宅居、隔绝、小心翼翼，遭受恐

惧、孤独，甚至伤病，心理极度压抑。

疫后影视产品无疑应该致力于生产

能够满足受众“梦幻”、超验想象、游

戏娱乐、心灵抚慰等功能的影视作

品。

其二，必须考虑疫后经济遭受重

创，资金不足、热钱有限，要过“紧日

子”的经济因素。故更应该发行渠道

多元、生产资金回笼快的“短平快”型

的影视作品。中小成本、“中等工业

美学”电影、网络大电影、网剧等，都

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即使做影院大电

影也不妨兼顾网络发行。

其三，面对当前各国航线中断、

国际交流紧缩不畅的新形势，暂时不

考虑（或淡化）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

远大目标，暂搁置耗资巨大、风险甚

高，必须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高概念

大电影的制作，主要进行以面向国内

市场，满足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影视生

产。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虑。笔

者认为，拥抱互联网，呼唤“想象力消

费”，发展中小成本影视剧生产，包括

大力发展网络大电影和网剧等，当为

优先考虑，重中之重的要略。

◎ 充分拥抱“互联网”，有效推动电影业的疫后重振

◎“想象力消费”有望助力疫后电影业育新机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