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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学者郑雪来逝世
停摆近 180 天的中国影院终于

开业了！

开业，只是机遇而并非最后胜利。

影院一开门，立马要付出各种营业成

本，如无收入，亏损比关门更严重！

我国影院的经济收入龙头是票

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成或

后续的中外卖座大片都严重匮乏。

因此，从现在起，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影院需要放映大量的老片，

作为片源的重要补充。

老片还有人看吗？今年3月，一

些曾尝试复业的影院放老片，其票

房惨不忍睹，令许多人对老片市场

望而生畏。

莫慌！我有大量事实可证明，

老片也是可以赚钱的。

广州青宫电影城自2005年开业

之后，创建“国产小片高产出试验

田”，救活了 23 部无名国产小片，其

中有8部复映片，每部的票房收入都

超过该影院同期上映的新片！

2006 年，青宫影城自选在片库

积压7年的红色历史题材电影《大进

军·大战宁沪杭》（以下简称《大战宁

沪杭》）大力推出，可上映 3 个月，仅

花 150元宣传费，票房收入 13万元，

超过该影院同年上映的 4 部最新美

国大片的单片收入。

2014 年，青宫影城敢于上映 27
年前的文艺片《红高粱》，可收 3.3万

元，场均收入（3300 元）超过同年上

映的多数新片。

2016 年，青宫影城上映一部 10
年的老片《我的长征》，可收 11.8 万

元，喜获广东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献映活动的全省单片票房

冠军，广东任何一家影院上映《勇

士》、《遵义会议》、《大会师》等三部

长征题材新片的票房加起来都不会

超过6万元。

一部新儿童片在广州一家影院

能收 2 万元已属难得。青宫影城上

映儿童片《杂技小精灵》，继 2009 年

收 12.2 万元之后，在 2010 年和 2011
年的六一节都复映该片，还分别收

3.5万元（18场）和4.5万元（12场）。

此外，青宫影城还让《大象林

旺》、《红色满洲里》、《海洋朋友》、

《黄克功案件》等 4 部老片成为卖座

片，复映收入分别是 2万元、4万元、

10万元、13万元。

复映片能“老树开新花”，是因

为青宫影城放老片并非随意安排，

在片源选择、卖点定位、上市时机、

包装手法等方面都很用心，有独到

眼光和出奇制胜的营销新招。

本报讯 著名

电影理论家、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

研究专家、翻译

家，第七、八届全

国政协委员，原

中国艺术研究院

外国文艺研究所

负责人、中国艺

术研究院影视研

究所研究员郑雪

来，于 2020 年 7
月 19 日 12 时 18 分不幸病逝，享

年95岁。

郑雪来，1925 年 10 月 29 日

出生于福建长乐屿头乡，1943年

暨南大学外文系肄业，1944年曾

任印缅战区美军 475步兵团第三

营翻译官。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后，开始从事电影、戏剧理论翻译

及研究工作。主持了《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全集》（全 6 卷，中央编

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的翻译、校

订工作，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论文讲演谈话书信集》（中国电

影出版社出版 1981年版）、《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论集》（中国戏

剧出版社 1984年版）、《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论导演与表演》（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5 年版）等文集，以

及《 告 密 者 》

（1935）、《乡村女

教 师》（1947）、

《 舍 甫 琴 珂 》

（1951）、《海 之

歌》（1959）等二

十余部电影剧本

和 其 他 文 艺 作

品。出版了《电

影美学问题》（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1983 年版）、《电

影学论稿》（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版）、《艺术鉴赏概要》（求实

出版社 1988 年版）等专著；主编

了《当代外国艺术》（第4辑）、《世

界艺术与美学》（第 8 辑）、《当代

外国影视艺术》（第8-15辑）等多

辑关于外国文艺引介及研究的期

刊。1996-2003年，主持《20世纪

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学卷的编撰

工作。1989 年,开始主编大型学

术工程《世界电影鉴赏辞典》。

曾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

事、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副会长、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名誉理

事、文化部翻译系列高级职称评

委会主任等职。 （支乡）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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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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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陌陌青云剧本

奖”的项目只需完成全剧本即可。

经过初评及复评委员会的两

轮甄选，“平遥创投”将确定最终入

围项目，入选名单将于 9 月下旬公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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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7 月 17 日，北京电影学

院举办了拔尖人才培养研讨会暨

2016 级阿达班优秀毕业作品展映。

本次优秀毕业作品展映共展示了八

个作品，其中包括5部动画短片作品

和3部漫画作品。

北京电影学院积极响应教育部

“拔尖计划”人才培养的号召，以为

中国动画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

动画导演阿达先生为命名，建立阿

达实验班。该班秉承着“导师制、个

性化、小班化、国际化”的原则，在高

等艺术院校教育中不断深化教学改

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探索，从

人才选拔方式、课程体系以及实践

教学环节等方面，进行高质量、多维

度的创新突破，为我国高等艺术教

育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与研究

基础。

在毕业作品展映上，潘思睿同

学的动画短片《一路顺风》，以简笔

画的美术风格为依托，讲述了初次

坐飞机的母亲去国外看望女儿，在

机场过关安检过程中所发生的趣

事，轻松愉快却又满怀情感；曾维惠

同学的动画短片作品《陨星》，以村

上春树的小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中的寓言为灵感，探讨死亡与生命

的意义，用富有科技、梦幻感的画

面，传达出宇航员在生命陨落之时

对最淳朴情感的怀念与流露；周道

晗闻同学的动画短片作品《窥》，用

三维和二维相结合的手法，以窥视

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现实生活中无法

摆脱的相互窥探命运的故事，内容

充满黑色幽默，耐人寻味。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评论首届阿达

实验班人才端正、班风良好，作品各

有特色又充满人文情怀，培养成果

出色。周星对阿达班同学们“关注

内容、不炫技”的创作态度表示欣慰

与肯定。

来自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角色动

画专业的副主任史蒂文·布朗教授

和德国巴登符腾堡电影学院昆特教

授都以视频的方式，对本次参展的

所有动画短片进行了十分专业的点

评，从镜头、声音、美术风格、场景调

度等各个方面给出了专业性建议。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为

本次北京电影学院2016级阿达班优

秀毕业作品汇报展映做了总结，他对

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表达了美好的愿

景，希望他们传承中国动画精神，坚

守自己、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动画的

使命，不断攀登中国动画的高峰。此

外，他还表达出对阿达实验班卓越人

才培养的未来充满信心。

据悉，阿达实验班肩负着传承

与创新的责任，旨在培养深厚文化

艺术底蕴和电影观念，具有良好职

业道德与个人素养，具有国际视野

和团队合作精神的优秀动画创作型

人才。实验班模式作为艺术高校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已经在理论和

实践方面形成较完整的培养模式体

系链。 （林琳）

拔尖人才培养研讨会暨2016级
阿达班优秀毕业作品展映在京举行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平遥创投”征集剧本

青宫影城的成功经验，说明老片

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青宫影城放映老片多次获胜，是

因为得到制片方、院线的支持，能及时

获得老片的临时点映密钥。为此，希

望全国的制片方尽快开放更多的老片

密钥，以丰富的片源和优惠的价格，帮

助影院渡过眼前的难关。

全国各地对老片的需求大不相

同，一部老片在一家影院未必能放许

多场次。因此，影院放映老片一般不

宜采用全国统一排片方式，应由影院

因地制宜，灵活选片和排片，每部老片

只放一两场也可以，单场收入较高就

行。

影院放映老片，排片和结算方式

都不同于新片，需要得到制片方、院线

的支持配合，可借鉴流动放映的一些

做法，创造一套方便影院租赁老片的

新模式。建议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牵

头，尽快建立一个为全国影院提供老

片片源的中介机构，即使将来新片供

应恢复正常，影院仍然可以不断放映

老片增收。

今天，影院放映老片，乍一看是无

奈之举，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好事。影

院放映老片，没有那么多现成优势可依

赖，若要取得好成绩，就要求影院人士

须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

创新能力，这是锻炼队伍、发掘人才的

好机会。善于推销老片的高手，推销新

的卖座大片就更是小菜一碟。

（作者为广州青宫电影城策划总监）

老片何时上映，不可随意乱定，这

也是一门排兵布阵的运筹科学。

我早就看中《大战宁沪杭》，但在

青宫影城开业后，我并没有立即推出，

而有意等到2006年，紧贴庆祝建党85
周年的社会氛围大力推出该片，迅速

打响第一炮。该片的档期定在 7—9
月，是考虑到该片写的是 1949年的党

史、军史，称它是庆祝建党 85周年、建

军79周年、新中国建国57周年的献礼

片都行，无论在 7、8、9 月包场都师出

有名，可连跨三大节日，使该片有较长

的放映周期，包场机会大增，在青宫影

城的收入高于所有庆祝建党 85 周年

的新片。

青宫影城放映老片《我的长征》，

票房成绩大大超过长征题材的新片，

就因为它是老片。2016年，纪念长征

的电影主要靠借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八十周年的社会氛围包场，但这个热

潮的周期比起庆祝建党、建国和纪念

抗战胜利的“逢十”大庆，要短得多，来

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准确预计这次纪

念活动的最高潮应在 10 月 20 日左右

（以中央举行纪念大会为标志），到 11
月初已是尾声。错过以上时机，组织

长征题材献礼片包场就很困难。如今

各单位组织包场要花费很多时间，须

走繁琐流程，许多中小学决定是否包

场还要提前一个月在校长办公会议上

讨论。纪念长征的电影组织包场，须

有充足的提前量，最迟在 9 月中旬就

要做发动工作。我们很关注排期信

息，及早得知纪念长征的新献礼片要

到 10月中旬才能首映，若在十天半个

月内大规模组织团体票，肯定来不

及。我们立即主推现成的优秀老电影

《我的长征》，在9月中旬就组织包场，

有充裕的发动时间，抢占了有利商机。

青宫影城推介老片，决不会照搬

旧的宣传资料。

《大战宁沪杭》制片方提供的故事

简介照抄政治教科书展示战役过程，

没有突出影片自身的卖点，较枯燥生

硬，无法吸引观众。我们根据现代人

的接受心理，编写广告传单。该片是

史诗风格，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我们

就大胆破格，采用跳跃式散点笔法，突

出影片的卖点：

千帆竞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强渡千里长江天险，与国民党飞机军

舰展开殊死激战！刘邓大军、陈粟大

军7个兵团27个军，排山倒海，直捣国

民党巢穴南京、文化名城杭州、亚洲第

一大都会上海！

本片首次披露秘史：谁能想到，这

场震惊中外的渡江大战役，竟是由于

我军一支小连队的鲁莽行动阴差阳错

而打响，全军只好“将错就错”发起总

攻。

本片首次披露秘史：英国巨舰悍

然入侵长江，解放军炮兵抢先开火，为

此引出震动全世界的中英外交事件。

本片首次披露秘史：毛泽东搬入

北京中南海之后，多次登高观望故宫，

但却从来不踏入仅有一墙之隔的故

宫，何解？

本片首次披露秘史：毛泽东已将

他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扔进了废纸篓，为什么后来又成了传

世名诗？

本片最奇特场面：上海浦东，国共

两军精锐劲旅硬碰硬，大雨中的泥泞

原野成了混战大战场，上万名“泥人”

贴身肉搏扭打，泥浆与血浆齐飞！

本片最惊险情节：中共特工在敌

江阴要塞密谋兵变，智取炮台。

本片最动人情景：解放军冒着枪

林弹雨在马路为一名上海孕妇接生。

本片最动人情景：清晨，一名阅尽

沧桑的上海老市民推窗一望，见到一个

既惊人又动人的场面。他当即感慨：

“蒋介石回不来了！”他看见了什么？

这一页没有图像的传单。可让人

想象出影片的精彩场面，或用“卖关

子”的手法提出悬念吊胃口，吸引许多

单位领导包场。广州某大银行包场看

电影要征求多数群众意见，该单位的

员工都是很挑剔的白领先生小姐，但

都被这份广告传单吸引了，多数人报

名要求看该片，这家银行便连包 4场，

反而成为该片的第一包场大户。

《黄克功案件》反映陕甘宁边区

法院力排众议，公正审判枪杀女学生

的老红军干部黄克功，该片颇有震撼

力，但制片方的宣发不得力，该片在

2014年全国首映，票房失利。青宫影

城在 2015年重新包装该片再度推出，

比首轮票房增长 17倍，青宫影城以新

观念设计的海报起了很大作用。

多年来，反派人物在中国电影海

报中几乎见不到。《黄克功案件》原海

报虽然出现反派人物黄克功，但形象

小小的，在垂头丧气地受审，我们认为

缺乏吸引力，便重新设计一幅新海报，

采用“正邪对决”的构思，杀人凶手黄

克功的图像很大，与公诉人胡耀邦的

形象大小差不多，我们将黄克功的囚

犯照换成他在位时咄咄逼人的戎装

照，色彩改为深蓝和冷绿，用电脑的局

部调光技巧将眼睛的亮度加大，似两

道寒光，黄克功就显得阴森可怕，以极

强的视觉冲击力显示出这场较量的悬

念和力度。

2014年，青宫影城复映《红高粱》

都是包场。今天，观众通过互联网就

可以在家免费观看该片及其幕后资

料，如何吸引各单位掏钱包场呢？青

宫影城采用了新鲜有趣的推介方式

——在电影院讲故事。我擅长说书，

每次放映《红高粱》，开映前我都在影

厅给观众讲张艺谋等人怎样由“丑小

鸭变天鹅”的故事（30分钟），我善造悬

念，绘声绘色，演讲效果极好。许多单

位领导群众为听我讲故事，都包场看

《红高粱》享受这种“超值服务”，推销

员的个人才艺也成了卖点。这种“说

书与观影相结合”的方式，实用性、趣

味性都很强，引起了新闻传媒的关

注。一是该片张艺谋等人的青春故事

有现实意义；二是青宫影城的包装新

招说明广东人既重视优秀文化，又有

改革创新精神，这都是很好的新闻。

广州的媒体争相报道，对复映《红高

粱》很有利。

《红色满洲里》反映北方地下党斗

争生活，但不是商业片，只适宜党员包

场。2006年，该片在广州首映，因为年

代背景与地域环境离广东甚远，很难

吸引广州各单位，在全市首轮上映是

零票房。

一年过后，青宫影城主动上映《红

色满洲里》，在一家影院就收 4 万元，

奥妙就在于我们关注到党的十七大在

2007年秋季召开。《红色满洲里》描写

满洲里的地下党员掩护出席六大的党

员代表偷越中苏边境去莫斯科开会，

历史和今天的两个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可形成呼应，各基层单位领导就认为

该片很有现实意义，都包场观看，作为

庆祝十七大的活动，该片比一年前大

大升值了。

2018年10月，张艺谋的新片《影》

上映，一些发行机构借此机会在全国

多家影院复映张艺谋的老片《红高

粱》，票房收入很低，借力不成功。许

多人认为《红高粱》题材、导演和主演

都太老了，没有可吸引当代观众的卖

点。

但在四年之前，青宫影城上映华

夏公司重新发行的《红高粱》却很卖

座，也是靠借力，不是借新电影，而是

借“老材料”接“新地气”。我们不按常

规介绍影片内容，重点宣传《红高粱》

主创在银幕下的青春励志故事，讲述

一伙特别年轻的后生张艺谋（37岁，本

科毕业 5年）、姜文（24岁，本科毕业 3
年）、巩俐（24岁，大二学生）、莫言（32
岁，本科毕业 1 年）、顾长卫（30 岁，本

科毕业 5 年）在当年如何一飞冲天的

精彩人生，实用性极强，很符合当代观

众的自强愿望，我们用的是几十年前

的旧闻，却切中当下社会热点，引起他

们对这部经典老片的浓厚兴趣。

◎ 善于在老片中发掘适销对路的卖点

◎ 善于用新手法重新包装老片

◎ 善于为老片选择最佳档期

◎ 制发放三方联手，可盘活众多老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