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综合10 中国电影报 2020.07.29
责编责编::李霆钧李霆钧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上接第7版）

1999 年，肇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

电视电影在中国电影的改革发展进程

中应运而生。中国的电视电影甫一出

生就呈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2014年，

在中国电影井喷式产量爆发的大背景

下，电视电影尝试转型，随之更名为“电

影频道出品电影”，简称频道出品。发

展至今，频道出品影片早已不仅仅是为

电视频道量身定制的播出内容，多维度

寻求突破的内容生产彰显了电影频道

出品电影从小荧屏向大银幕进击的决

心。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电影频道

共生产 1895部作品，其中，65%以上是

现实题材影片。相比古装、动作、玄幻、

年代戏等备受追捧的商业题材和类型，

电影频道出品影片为何始终坚守现实

题材的创作基石，在实际的电视播出市

场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频道出品现实题材影片

为何占比高？

“电影频道出品电影,是指由电影

频道独家投资或联合投资,由电影频道

组织创作生产、报送电影局立项审查并

担任第一出品方的常规电影故事片”。

纵观这 1895部电影频道出品的电

影作品，现实题材影片占比高达 65%，

伴随着汹涌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浪潮，电

影频道在题材类型上的选择上无疑是

最为独特的，呈现出独有的“频道”特

色。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996年成立的电影频道，先后隶属

于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中共中央宣传

部，作为唯一的国家级电影专业频道，

具有引领电影舆论宣传的重要使命，是

党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

广电总局对卫星频道全年播出的

现实题材影视剧占比有明确规定，2019
年CCTV6全年共播出3710部次国产影

片，其中现实题材占比 58.9%，两个黄

金时段对现实题材优秀影片需求大约

在每年 400至 500部次，商业利益驱动

的电影公司显然无法满足电影频道的

这一需求。

院线电影虽有大投资、大导演、大

明星的加持，但首要目标是冲击一定档

期，实际窗口期达数月之久，无法第一

时间配合频道的编排计划。以 2019年

国庆节热映的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

国》、《攀登者》为例，影片需经过数月的

窗口期之后才在 CCTV6 与观众见面。

而电影频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献礼影片《危局》、《夜去晨来》、《我的

喜马拉雅》提前一年甚至数年前就已经

启动策划剧本、拍摄制作的工作，2019
年国庆节在 CCTV6 黄金时段以“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展播”重点影

片播出。

所以，电影频道自制影片且以制作

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为主成为题中之

义。

频道出品现实题材电影的探索

中小成本的影片掣肘于资金，拍摄

制作等环节受到限制，视听奇观不可能

实现，与大制作电影比，相对促狭的创

作空间要求创作者细腻深刻地洞察生

活，发掘出有价值的故事。

1、现实题材农村喜剧的类型努力

中国的传统农业依赖于土地，千百

年来自给自足，人们世世代代居于一

处，人不亲土亲，终老是乡，世代定居是

社会生活的常态。新一代农民人际交

往不再只局限于宗族本村，而是频繁穿

梭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人际关系与经济

利益越来越紧密挂钩。

《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喜神》等

农村题材的作品无意以农村为载体进

行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少以土地河流作

为寓言符号进行艺术探索。这些作品

往往讲述一个乡村的故事，或家长里

短、或人情冷暖，故事既可能发生在偏

僻的乡村，也可能发生在繁华都市的任

一小区中，着眼点是人情、人性和人的

欲望。

频道出品系列电影《一村之长》讲

述企业家回乡建设美丽乡村发生的故

事，试图反映出美丽都市与乡村的生态

文明和科学统筹发展的盛世美景。该

系列在东北农村取景，一望无际的黑土

地、阳光下闪烁光芒的稻谷、宽阔的乡

村马路，一个一身小毛病，却难掩人格

光彩的新农村改革的带头人——村长，

两三个对传统道德的守望和对光怪陆

离新世界的向往集于一身的配角，搭配

上特有的东北幽默，构成了一副具有崭

新的时代内涵的新农村画卷。该系列

以喜剧片的类型打造，加上伦理片的故

事内核，播出时获得观众的喜爱，收获

了较高的收视率。

2、重大题材的艺术锻造

影片制作具有一种社会维度，

“影片制作者是社会成员，与其他人

一样，他们也臣服于社会压力和规

范，进而言之，所有的影片制作都发

生于某种社会环境之中”，每个电影

制作实践都有一部社会史，提供了一

幅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某些方面的

“现在时态”图景。

2019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

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

“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

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

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

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

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纵观电视电影

创作的 20 年，农村变革、国企改革、普

通百姓生活的喜怒哀乐等社会发展的

方方面面，都在电影频道出品电影中有

所体现。以“小成本、正能量、大情怀”

的创作主旨，涌现出如《十八个手印》、

《三变》、《老寨》、《我的喜马拉雅》等一

批优秀作品。

《我的喜马拉雅》取材于坚守祖国

边陲的西藏自治区“玉麦三人乡”真实

事迹，1964年至1996年的34年间，桑杰

曲巴家是这片土地上仅有的一户人

家。一个家、两代人，用几十年的的坚

守，身体力行地诠释了“祖国的土地，一

寸也不能少”。在银幕上呈现这样一

个横跨三十多年的故事，戏剧冲突并不

强烈，荒无人迹的高原，西藏独有的壮

美雪域和民族风情，日复一日的简单劳

动，危机四伏的生命困境，镜头腾挪转

移间看似只在描摹平常物态，然而静水

深流，其间蕴藏着惊人的力度。正如麦

基所说，“观众内心对于和我们息息相

通的另一个人的生活，并非简单逃避生

活，而是去发现生活，以一种新的实验

性的方法，去使用我们的头脑思想，去

激荡我们的其情感，去欣赏，去学习，去

增加我们生活的深度。”

频道出品现实题材影片的市场表现

“观众”并非庞大而空洞的概念，仰

赖于国际通行的收视调查基本原则

（GGTAM, 即《全球电视受众测量指

南》），电视观众和收视率有着一套成熟

而相对精准的调查方法，据央视市场研

究 CTR 数据显示，2019 年 CCTV6 累计

观众规模为11.13亿。

然而，观众并不仅仅是这推导出的

数据指标，在数字的背后，每位观众都

具有生命化的背景，而且是群体生命化

的背景，蕴藏着大量个人和公共的“期

待视域”，都有观影背后的心理欲望和

心理需要。

收视数据显示，电影频道在 2019
年底晚间黄金时段，精选 10 部频道出

品佳作集中首播，累计2.27亿观众收看

了该首播系列。“4+”人群平均收视率

1.18%，较2019年黄金时段影片平均收

视增长 12%；平均市场份额 5.25%，较

2019年黄金时段增长 7%。《耳蜗》、《罪

恶救赎》、《热干面的味道》这几部现实

题材作品也取得了较高收视，可见只要

制作精良、故事丰满曲折、人物塑造真

实生动的作品，也能获得观众认可。

众多现实题材频道出品电影也获

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如《告别》获第 31
届中国电影金鸡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

影片奖、《三变》获贵州省第 14 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丽人保镖》是一个“都市+动作+爱
情”类型的系列电影，也尝试在片中进

行广告的深度植入，寻求开发出更多新

的商业增收点。

值得一提的是，《巨额来电》是电影

频道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院线标准的

现实题材大片，该片全国公映后，获得

诸多好评。尽管最终的票房数据不尽

如人意，对于一个以制作电视播出为主

的频道来讲，院线电影之路“路漫漫其

修远兮”，参照前人成功经验，一部院线

电影的成功，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经

历票房不理想的刺激去真正触摸到市

场的神经，洞悉观众的需求；需要人才

队伍、机制体制的打磨匹配，需要产业

链上下游的互动合作，同时也需要探索

更多规避投资风险、拓展回收渠道的制

片机制，推动频道出品电影更好地实现

从小荧屏向大银幕的延伸。

（作者单位：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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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市场连年摸高，工业体

系升级随之成业界人士“言必及”的

关键词。

2011 年度票房亚军《龙门飞甲》，

采用了 3D 实拍方式进行制作，其媲

美国际水准的制作水平，也收获了不

少赞誉。在 3D 技术的使用下，功夫

武侠效果的全新突破成为了武侠迷

们又一个追梦的起点。2012 年，我国

的国产 3D、巨幕电影的制作水平取

得突破，当年的票房季军《画皮Ⅱ》在

国内技术团队的艰苦努力下，完成了

全片 2D 转 3D 和数字特技特效制作，

视听效果得到市场认同。当时，我国

的 3D 转制技术即使在全球范围内，

也十分具有竞争力。资料显示，这一

年共有 12 部国产 3D 影片登陆市场。

在数字电影特效方面，我国国产

电影的试水摸索也有了初步战绩。

当时，具有中国技术特色的“物理＋

数字”特效，让《惊天动地》中的地震

场面，《飞天》中未来中国航天空间站

内容，《赵氏孤儿》里的马车陷落等特

效场景获得了好评。

电影不仅是高工业规格、高技术

支撑的艺术产品，更是熔铸创作者独

特思维与审美的艺术作品。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涌现了一批有较高技

术含量且与艺术表达结合得非常好

的优秀国产影片，《狄仁杰之神都龙

王》、《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一步之

遥》、《狼图腾》、《捉妖记》、《九层妖

塔》、《长城》、《红海行动》、《寻龙

诀》、《美人鱼》、《妖猫传》、《流浪地

球》等。本土电影特效技术水平的升

级和新技术的应用让这些电影在多

屏时代更具影响力竞争力。

其中，《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开启

了国产特效大片征程，之后几年里，

该系列的影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西游记女儿国》均为特效

大片，其制作水准的不断提升，也将

中国电影特效带到新高度。

2017 年，《战狼 2》在制作上的探

索将中国式大片提上了电影工业化

轨道。该片中的水下动作戏，连好莱

坞都没有拍摄经验，影片技术团队最

终利用“实拍＋特效”互相弥补来完

成。

2019 年，我国首部硬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上映，上映首周，北美、澳

大利亚、新西兰的票房合计达 263 万

美元，创近年来华语电影海外开画最

佳成绩，引来外媒和当地观众的广泛

好评。 全片 2003 个特效镜头，其中

75%由中国团队完成，影片的特效镜

头的完成度令外媒连连称赞。《纽约

时报》、《金融时报》等纷纷刊发报道，

“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而

且在影片中看到了异于西方大片的

价值观”。最终，该片在内地市场拿

下 46.86 亿元票房。

这部电影收获了好口碑与高票

房，展现了中国电影人国际视野、全

球意识的增强。在综合国力不断提

升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

向成熟；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中国电影开

始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电影

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认为：“中

国电影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正在崛

起，但未来题材一直未有突破。《流浪

地球》横空出世，极大地满足了中国

观众的观影需求。”《流浪地球》的热

映，展现的不仅是科幻类型电影的突

破，更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在观

众的好评如潮中，我们看到中国电影

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正在从

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接下来，还有乌尔善的《封神三

部曲》、林超贤的《紧急救援》等高工

业大片接棒。其中，《紧急救援》是首

部海上救援题材的华语影片，首次以

电影形式将中国救捞人搬上银幕。

为了真实呈现海上救援行动，导演林

超贤率领团队筹备四年，克服了重重

困难，辗转福州、广西、厦门、墨西哥

四地拍摄六个月。为完成全世界公

认最难拍的“水戏”，林超贤带领彭于

晏、王彦霖、辛芷蕾等演员远赴墨西

哥，前往《泰坦尼克号》、《加勒比海

盗》等影片拍摄地完成水下拍摄。不

仅拍摄了大量水上戏份，更是实现了

深潜 30 尺的水下高清拍摄。

饶曙光表示，电影工业科技日新

月异，最终电影呈现的视觉效果是前

期置景拍摄技术、后期特效技术、放

映技术等多种技术协同的结果。中

国电影要利用前沿技术提升各技术

环节的竞争力，充分利用 CG 制作、动

画制作、特效制作、协同拍摄、虚拟摄

影和 4K 拍摄制作等，显著提升我国

电影的技术制作能力，丰富电影内容

表现力和表现形式。借助于高新技

术提升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完善工

业化体系，为电影创作优化提供技术

基础支撑，并在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

中巩固优势。

▶ 高工业大片回归
运用高新技术打造影院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