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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艺术电影发展之路，电

影节的推介引导，市场营销手段的推

陈出新和终端市场的支持，可以看做

是助力艺术电影发展的“三驾马

车”。电影节方面，以戛纳、威尼斯、

柏林为代表的全球三大电影节和各

地的 A 类电影节为艺术电影提供了

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得到国际A类

电影节的“加持”无疑是艺术电影走

向市场的第一盏绿灯。国内包括上

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

FIRST 青年电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

等在内的电影节展的创投、展映版块

也为青年创作者提供了一次“被看

见、被孵化”的机会。

2，酒香也怕巷子深，对于大部分

文艺片而言，片长较长，不利于影院

排映；缺乏有市场号召力的创作阵

容；题材内容相对小众……如何选择

差异化的市场营销手段成功破圈也

成为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百鸟朝

凤》、《冈仁波齐》、《地球最后的夜

晚》、《南 方 车 站 的 聚 会》作 为

2016-2019年四部成功“破圈”的文艺

片代表，为文艺片的市场营销提供了

多角度、多切面的经验。

A《百鸟朝凤》

上映时间：2016年5月6日

导演：吴天明

主演：陶泽如、郑伟等

票房：8600多万

方式：下跪求排片

该片是吴天明导演的遗作，讲述

了德高望重的唢呐老艺人焦三爷带

领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与坚定的信

仰追求和传承唢呐精神的故事。影

片上映首日全国排片1.9%，随后跌至

1.2%，宣发方负责人方励现身微博讲

述电影艰难上映背后的辛酸，呼吁影

城经理能支持电影、增加排片。说到

动情处，方励双膝跪地。此举迅速引

发了市场端的积极反应并带动了电

影口碑的发酵，影片最高排片一度超

过11%，最终票房8600多万。

B《冈仁波齐》

上映时间：2017年6月20日

导演：张杨

主演：尼玛扎堆、杨培等

票房：1亿

方式：情怀营销

《冈仁波齐》片长117分钟，讲述了

一个简单的朝圣故事：西藏腹地古村

“普拉村”11 个普通的藏族人从家启

程，翻山越岭2500公里去神山冈仁波

齐朝圣。近两个小时片长的民族题材

文艺片，并不是一手商业上的好牌。

但《冈仁波齐》却通过全国多地的扎实

路演，自来水营销和情怀营销成功逆

袭，音乐人老狼、许巍、谭维维，导演李

少红、何平、谢飞，以及李冰冰、徐峥、

黄轩等演艺圈名人纷纷为影片“打

CALL”，社交媒体上的话题热度也居

高不下，最终成就了亿元票房。

C《地球最后的夜晚》

上映时间：2018年12月31日

导演：毕赣

主演：汤唯、黄觉等

票房：2.82亿

方式：跨年营销

《地球最后的夜晚》讲述了一个

中年男人重回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

找 12 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作为毕

赣的新作，影片极具作者风格。影片

定档 12 月 31 日，利用全年最后一天

制造观影仪式感，除明星阵容、戛纳

首映等营销点外，宣发还锁定情侣观

众抛出各种“一吻跨年”话题，“选择

在 21：50 分开场，结束时恰好就是 0
点 0 分跨年那一刻，观众可以与最重

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仪式感的

夜晚，一吻跨年！”影片上映首日综合

票房 2.62 亿，随后迅速陷入“错位营

销”和“透支市场”的争议，票房高开

低走。

D《南方车站的聚会》

上映时间：2019年12月6日

导演：刁亦男

主演：胡歌、桂纶镁等

票房：2.02亿

方式：线上路演 直播卖票

2019 年是直播生态接入电影营

销的第一年，《南方车站的聚会》敏锐

抓准时机，主创集体做客李佳琦直播

间，当晚 25.5 万张电影票在 6 秒钟内

秒空，直播间观看人数达到636万，互

动量超过了 3500 万，#胡歌 武汉话#
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多个话题在抖

音刷屏。通过线上路演和直播售票，

《南方车站的聚会》实现了“话题+口

碑+票房”的三位一体的宣发落地。

3，电影院是电影与观众见面、实

现价值的关键入口。来自放映终端

的支持也是近年来艺术电影市场生

态得以改善的关键。除主流商业影

院外，国内还陆续涌现出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首艺联、上海艺术电影

联盟、大象点映等市场细分渠道，通

过系统性、周期性的主题策划，培养

观影习惯，推动优质内容、渠道和观

众的精准对接。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是在国

家电影主管部门支持下，由中国电影

资料馆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国内主要

电影院线、电影创作领军人物、网上

售票平台等多方面力量，共同发起的

长期放映艺术电影的社团组织。首

批加盟院线包含中影影院、万达院

线、百老汇电影中心、保利万和电影

院线、卢米埃院线、湖北银兴院线、幸

福蓝海影业集团、陕西文投、曲江国

际影城等。联盟2016年成立，致力于

放映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中外影

片。其中国产影片主要为有较高艺

术价值的国产新片、口碑较好的二轮

影片、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

2019 年全国艺联以专线发行和

联合发行的方式发行15部中外影片，

其中《撞死一只羊》、《零零后》等11部

为全国艺联专线放映，《四个春天》等

4部影片为同全国艺联的合作伙伴进

行联合发行。专线放映影片采用主

题系列模式，由“雕刻时光”、“新锐巨

浪”、“艺术人生”三个系列组成，每个

主题季都包含多部艺术影片。相比

单片放映，主题式放映针对影片进行

组合策划，有助于逐渐培养观众的观

影习惯和对全国艺联的品牌认知。

“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简称

“首艺联”）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

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演

艺集团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单位承办，服务首都观众的

艺术影片专属放映平台，致力于为广

大首都市民提供更多观看艺术电影，

特别是优秀国产艺术电影的机会。

2020 年结合疫情期间的市场实际情

况，首艺联先后推出了“致敬最美逆行

者”、“礼赞女性”、“关注环保”、“儿童

题材”等题材和主题的云展映活动。

今年 5月 23日，贾樟柯导演电影

《江湖儿女》以猫眼“极速 24小时”模

式登录猫眼APP，也为艺术电影的线

上推广放映开拓了全新的想象空

间。据介绍，“极速24小时”是猫眼智

能宣发推出的宣发新产品，即通过

“24小时免费播出+大V直播点评+现
场观众互动评论”的组合模式，助力

线上长视频宣发。

艺术电影是技法和叙事上具有

前沿和实验精神的电影创作，艺术电

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区域电影创作

生态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艺术电

影创作正呈现电影节展、营销发行，

市场终端和政策扶持合力推动的良

好局面，特别是流媒体技术的发展，

为促成艺术电影产销两端的对接提

供了更加精准、便利的平台，有理由

相信未来艺术电影在创作和产业格

局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三驾马车”为艺术电影发展助力

▶浙江

相比文艺片中静水深流的影像呈

现，浙江因其丰富的中国元素，早早进

入了中外商业类型片取景镜头。《碟中

谍3》、《卧虎藏龙》、《功夫之王》、《富春

山居图》都曾在此取景拍摄。顾晓刚

的《春江水暖》则被认为是“杭派”电影

的最新代表，影片以杭州富春江畔为

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三代家庭在日

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细致入

微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市井风貌和情

感依存。为了能够呈现富春江畔山水

草木的真实变化，导演选择按照真实

季节拍摄的方式创作，在电影语言创

新方面尝试运用电影的长镜头技法，

在横移、竖移过程中呈现出山水画中

移步换景、俯仰自得的散点透视效

果。影片 2019年 5月 22日在第 72届

戛纳国际电影节第58届影评人周闭幕

式首映，即将在国内市场公映。

▶西藏

西藏电影创作人才的集体成长，

拍摄技术设备的进步为西藏电影拍

摄、西藏题材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近年来，涌现出《可可西里》、《静

静的嘛呢石》、《塔洛》、《气球》、《冈仁

波齐》、《皮绳上的魂》、《撞死了一只

羊》、《西藏天空》、《攀登者》等一大批

代表作品。其中既包括陆川、张杨、李

仁港等非藏族电影创作者的类型化探

索，也可以看到万玛才旦、松太加等藏

族导演对民族题材的坚守和创新。

2019年，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气球》

获得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提名，并摘得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金椰奖。类似《冈仁波齐》这样的头

部作品成功破圈，也将藏族题材电影

的票房天花板进一步提高。

▶内蒙古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影像记忆包

括其独特的民族电影创作传统，在中

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有划时代意义的

《英雄》中那场脍炙人口的胡杨林打斗

就拍摄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知

名的胡杨林观赏区。电影《狼图腾》也

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乌拉盖草原

取景，这里也被认为是世界上保存最

好的天然草原。

《片警宝音》和《老兽》可以视为

两部以艺术片手法逼近内蒙古当下

生活现实的代表作品。《片警宝音》以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潮格

温都尔镇派出所副所长宝音德力格

尔为原型，采用纪实手法讲述了基层

民警宝音的故事，在民族题材、英模

题材框架内实现了全新的探索。《老

兽》聚焦乍富乍贫生活旋涡中的亲情

和人性，实现了区域故事和普适性情

感的深度融合。

▶东北和珠三角

东北三省和珠三角，一南一北、其

影像呈现也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东

北人的热情直接、气候条件的恶劣似

乎更适合喜剧化的表达，为数不多的

文艺片创作包括张猛的《钢的琴》、刁

亦男的《白日焰火》，有纪录片性质的

《北方一片苍茫》和董成鹏执导的短片

《吉祥》。

相比之下，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

珠三角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表述

空间。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改

编自广州的冼村拆迁改造，讲述了沿

海小城因一坠楼命案引发出一连串扑

朔迷离的故事。文晏导演的《嘉年华》

获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

名，用电影的方式讨论了未成年人遭

遇性侵和维权的社会敏感话题。

白雪导演、田壮壮监制的电影

《过春天》聚焦单非家庭女孩佩佩穿

梭于深圳、香港两地的水客经历，进

一步丰富了当下青春片的叙事视野

和文化主题。

除此之外，《长江图》、《地久天

长》、《过昭关》、《亲爱的》、《两只老

虎》、《平原上的夏洛克》、《绣春刀》等

影片或不拘泥一地，或以公路电影、

历史题材等方式跳出具体的时空束

缚，体现了较高的创作水平和空间叙

事能力。

新世纪以来艺术电影发展初探

本报讯《侏罗纪世界电影特展》于 2020 年 7
月17日正式开幕。

万达影视集团与新加坡全球体验娱乐公司

Cityneon Holdings宣布合作将《侏罗纪世界电影特

展》引入中国。与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联合制

作的《侏罗纪世界电影特展》是基于电影史上最卖

座的电影之一的沉浸式体验。现已在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熊猫广场正式对公众开放。

从电影到游戏，从玩具到环球主题公园的骑

乘，侏罗纪世界授权在超过25年来一直以生动的

故事和角色娱乐着全世界的观众。计划于 2021
年开业的环球最新的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度假区，

将推出包含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在内的七个主题

性沉浸区域。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

个梦幻的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感受恐龙的吼叫再

次在地球上响起。北京环球度假区抓住了这部传

奇系列电影的精髓，结合场景及冒险打造了前所

未见的巨型体验。游客将在侏罗纪世界的努布拉

岛上感受到霸王龙、迅猛龙和甲龙的力量以及暴

虐霸王龙的恐怖。

《侏罗纪世界电影特展》占地约2700平方米，

在特展中来宾们仿佛穿越进电影中，通过穿过举

世闻名的侏罗纪世界大门，来开启一场互动探索

之旅。试想一下当来宾们面对面接触迅猛龙，走

近巨大而温婉的腕龙，并史无前例的观赏最凶猛

的恐龙——霸王龙将是怎样的体验。

同时，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和应急

保障工作，项目运营及管理团队已努力筹备好一系

列防疫措施以确保为来宾们提供安全的观展体

验。新的健康安全卫生防疫措施将涵盖到所有来

宾会涉及的每个环节，包括：访客的到达，与他人的

互动、特展中的各项体验及餐饮等。 （林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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