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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周六，第23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在迟到了一个多

月后，姗姗到来。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中国启幕的首个国际A类电

影节，巧合的是，电影节开幕当

天，中国电影市场迎来复工后

的首个周末。据猫眼专业版数

据统计，7 月 25 日、26 日两天，

全国影院累计票房 6942.1 万

元，日均票房接近3500万元，这

一成绩几乎是五六天前影院复

工首日票房的10倍。

中国电影市场加速回暖，

一点点构建起电影从业者的信

心。

上影节金爵电影论坛暨电

影发行与放映新趋势论坛上，

面对重启后的中国电影市场，

猫眼娱乐 CEO 郑志昊感慨道，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行业可

能暂时停摆，但电影人的梦想

不会停摆。”他对猫眼的“梦想”

提了个要求，“沉下心来深耕优

质作品，创作精品”。

不久前，第 26届上海电视

节发布的白玉兰奖入围名单

中，猫眼娱乐参与出品的《长安

十二时辰》、《老酒馆》提名最佳

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

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多个奖

项。几天后，第 23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名单公布，

猫眼的名字再次出现，其主控

出品的电影《风平浪静》入围主

竞赛单元，而参与今年金爵奖

剧情片奖项角逐的十多部影片

中，仅两部来自中国。

郑志昊透露，由猫眼主控

出品或参与出品和发行的《反

贪风暴 5》、《风平浪静》、《平原

上的莫西》等多部新片将会陆

续与观众见面。

涉足电影业上游制片的猫

眼，似乎已经在“深耕优质作

品、创作精品”的指导思想下，

迈开了大步。这一动作，距离

去年猫眼高调宣布打造票务、

产品、数据、营销、资金五大平

台，猫眼影业发愿成为中国“六

大”之一，相隔仅一年时间。

本报讯 由丹妮·戴·维利尔斯、

梅拉尼·罗兰、兰利·柯克伍德、赖恩·
麦克·伦南主演，吉勒斯·戴·迈斯特

导演的治愈系法国电影《白狮奇缘》

日前宣布定档 7 月 31 日。影片采用

真实狮子出镜拍摄，热血少女米娅与

呆萌白狮结伴成长的故事温情脉脉，

有望成为特殊时期抚慰人们心灵的

一剂良药。

电影《白狮奇缘》讲述了少女米

娅和稀有品种白狮查理互相陪伴、共

同成长的故事。一个是生长在非洲

草原的“猛”宠，一个是个性十足的热

血少女，一人一狮，在广袤的非洲草

原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冒险。

据悉，影片花费三年时间拍摄。

饰演米娅的小女孩丹妮·戴·维利尔

斯与白狮共同生活三年，戏内戏外，

人与动物悉心相处，成为了真正的好

朋友。事实上，在现代生活中，许多

家庭都会给孩子养一只宠物，这些宠

物也在无形之中给予了孩子一份珍

贵的陪伴，影片正是通过这样一段奇

妙的人狮之缘，将人与动物相处的温

暖感动传递给大家。

除此之外，《白狮奇缘》还重新解读

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影片中，

米娅与自然世界的亲近、对大自然中各

种生物的热爱，能让在钢筋混凝土建筑

里生活的我们收获一份来自于大自然的

治愈。 （杜思梦）

本报讯 为庆祝“哈利·波特”系

列图书引进中国20周年，根据 J.K.罗
琳畅销小说“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

改编的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宣布将于8月14日在中国以4K修复

3D版公映，魔法传奇即将再现银幕。

作为全世界畅销的文学系列之

一，《哈利·波特》系列创造了一个令人

难忘的魔法世界。2001年，华纳兄弟

影片公司将该系列第一部《哈利·波特

与魔法石》搬上大银幕，轰动全球。电

影不仅打破数项票房纪录，全球票房

收入突破9.78亿美元，成为全球影史

超卖座影片之一。

今年是“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引

进中国 20 周年，《哈利·波特与魔法

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第一

部作品，具有特别的意义。从2019年

起，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便开始各项准

备工作，计划将本片带回中国大银幕，

送给中国粉丝。全新 4K 修复 3D 版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进行了全方位

的升级——为了适应现代观众对高清

的需求，影片被逐帧重制为4K高清格

式，色彩更还原，细节更极致；同时，为

了给粉丝具有沉浸感的重返霍格沃茨

的独特体验，影片也被重新制作为3D
格式，让粉丝可以身临其境感受魔法

世界。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

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

夫、艾玛·沃森、鲁伯特·格林特等主

演。 （杜思梦）

本报讯 7月24日，北京影院有序

开放营业，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电

影《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同日在中国

内地正式上映，成为复工后首部好莱

坞新片，出品方环球影业特别邀请到

近百位记者、影评人、业内KOL到场

参加媒体首映场，这也是影院复工后

的首场观影活动。

有媒体表示，对于正在恢复元气

的中国电影行业和相关从业者而言，

这个“第一次”有着珍贵意义。环球

影业负责人透露，此次观影活动后，

未来将有更多惊喜回归大银幕。

电影《多力特的奇幻冒险》改编

自知名文学作品《怪医杜立德》，曾被

多次搬上大银幕。此次在奥斯卡奖

得主斯蒂芬·加汉的打造下，影片的

故事全新升级。影片上映当天，片方

发布“冒险开启”预告，预告中，多力

特医生与动物朋友们共赴征程，这一

路有危机四伏的未知秘境、有阴险反

派从中作梗、有令人捧腹的爆笑互

动、有净化心灵的治愈瞬间。唐尼表

示：“对我来说，能把这么多令人动容

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打造出一部有趣

的电影，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当人

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既会被里

面的情节感动，同时也会感到快乐。”

除了打磨剧情外，影片的特效制

作也堪称顶尖。在电影中，不仅需要

展现各种动物的毛发和动作细节，与

真人演员贯穿全片的无缝互动同样

是一项艰巨任务；此外，作为一部奇

幻冒险题材的影片，充满想象的各种

奇景也在大银幕上为观众带来视觉

冲击。如何既能把握宏大场面的震

撼，又能兼顾细微之处的精致，《爱丽

丝梦游仙境》和《沉睡魔咒》的原班制

作团队通过《多力特的奇幻冒险》给

出了答案。

该片是小罗伯特·唐尼继《复仇

者联盟 4：终局之战》后首次担纲主

演；汤姆·赫兰德也因为唐尼而加入

影片。截至7月26日，该片首周末票

房已超 3000 万，影片正在全国各大

影院热映。 （杜思梦）

本报讯 2020 年上半年，在疫情

与后疫情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重大项目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

合及审美趋势研究”课题组在课题组

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

旭光的带领下，依托课题，立足现实，

努力服务国家现实需求，为走出疫

期，恢复影视生产、疫后电影行业重

建，以及发展影游融合等战略规划出

谋划策，撰写了若干立足实际的策论

性、对策性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把

科学研究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在一

起，力图发挥服务国家、社会与文化

产业的高端智库功能。

疫情开始以来至今，课题组在

多个学术刊物以及其他媒体发表

了多篇务实且具理论前瞻与行业

指导性质的文章。多篇文章被收

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平

台。如《“后疫情”时期电影宣发策

略及创作走向思考》（《中国电影市

场》2020 年第 6 期），“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分三次转载；《“后疫情”时

代中国电影宣发营销与创作问题

的若干思考》（《中国电影报》2020
年 6 月 3 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全文转载；《后疫情时代，中国影视

业如何重整旗鼓》（《光明网》2020
年 7 月 6 日）；《影游融合：疫后电影

产业的强劲助推力》（《中国文化

报》2020 年 6 月 27 日）；《“后疫情”

时代：瞩望影视“想象力消费”的增

长》（《中国电影报》2020 年 6 月 24
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全文转

载；《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困境与

突围》（《中国电影报》2020 年 7 月

15 日），“学习强国”平台转载。

课题组成员深入调研疫情期间

电影创作、观众心态、电影行业等新

变，深入研究“影游融合”新美学与

“影游融合”新趋势，疫后电影行业新

格局与新空间，聚焦影视行业疫后如

何重振旗鼓，再创辉煌得策略与战略

问题，提出了若干可实践性和操作性

的策略和瞩目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建

议。

课题组总结了几个影响当下电

影创作的新变化，如受众游戏化的审

美消费心理、资本紧缩的产业现状、

与互联网关系进一步密切等，认为疫

后电影产业应主要发展中小成本、网

络两栖电影，影游融合电影等。此

外，鉴于疫后受众观影习性发生了变

化，线上观影、居家观影、弹幕交流成

为“潮流”。课题组提出疫后影视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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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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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首先进行以

面向国内市场，满足内需为主要目标

的影视生产等策略。

针对疫后电影创作的走向，在充

分调研受众心理、受众观影新变以及

网络电影发展、游戏产业发展的基础

上，课题组提出后疫情时代应该重点

开发影游融合类、魔幻玄幻类、“灾难

电影”等“想象力消费”类作品以及网

络电影，并提出了若干开发策略。

课题组还对“疫后电影上映宣

发”进行研究，认为“滞后上映或堆积

类影片”的宣发“议程设置”思维与互

联网、新媒介思维，根据自身的话题

性与体量准确定位，“头部影片”线下

循序式点映宣发与线上全媒介宣发

相结合的宣发方式，中低热度电影与

互联网结合进行线上首映或线下针

对性地区放映等策略。

上述研究成果在网上广泛发表、

发布，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积极的反

响。多家网站如新华网、腾讯新闻、

中新网、中国文艺网、56电影网、中国

政协传媒网、华夏经纬网等转发或引

述、报道。

疫情期间，“影视剧与游戏融合

及审美趋势研究”国家重大招标课题

项目课题组紧密联系疫情期间影视

产业的现实境遇进行相关学术研究，

力求科研为现实服务，为国家文化产

业发展战略服务，为影视行业“走出

疫情”，再创辉煌献计献策。课题组

的科研工作，既是“影游融合”研究成

果的现实转化，同时也“反哺”并推动

“影游融合”研究的深入。

（张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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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
月 26 日，复工 7 天的全国电影市

场累计票房 1.098亿元，周票房冠

军《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单周票房

达 3567 万元。复工首周，市场持

续回温，4项核心数据连续 7天上

涨。影院复工率恢复至 45%，周

日单日，观影人次已达 127.5 万，

日产出票房3500多万元。据猫眼

近日发布的《复工首周战报》分

析，相较去年暑期，复工首周场次

仅恢复 30%，票房仅恢复 10%左

右，电影行业仍有很大恢复空间。

快速复苏的中国电影市场正

在构建起从业者的信心，而拥有

互联网娱乐服务平台属性的猫

眼，也在持续为电影行业的恢复

助力。郑志昊表示，“猫眼愿意通

过自身平台能力，最大程度助力

行业复产复工，帮助好作品找到

适合的观众，助力合作伙伴降本

增效。”

据悉，猫眼和 TME 在音乐数

据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影

视音乐在宣发中的应用发展；而

猫眼新上线的长视频宣发模块

“极速 24 小时”，业已帮助某些单

片的付费订单获得了 458%的提

升。

郑志昊表示：“我们一直希望

通过猫眼五大平台能力，将挑战

转化为机遇，帮助好作品涌现出

来，协助行业建立信心。”而对于

猫眼已经起步的原生内容业务，

他透露，未来，猫眼将持续打磨数

据、宣发等服务能力，挖掘优质内

容，深度参与内容生产制作、宣

传、发行等各环节，持续产出更多

优质内容，以助推电影行业加快

复苏。

靠网售电影票起家的猫眼，

几年前在电商售票平台“大洗牌”

中“笑到了最后”，此后，它与另一

家在线电影票务平台坐稳了行业

“双雄”的位置。只是网售电影票

的半壁江山，远不能填满这只

“猫”的胃口。

2014 年，打出“互联网发行”

概念的猫眼以《心花路放》发行的

身份首次涉足电影宣发，当年，

《心花路放》单是在猫眼平台的网

络预售额，就超过了1亿元。

两年后，“黑马”电影《驴得

水》的出品和发行方列表中，猫眼

的名字位列第二出品方和第一发

行方，这家票务平台正式走上投

资出品的进阶之路。

去年金鸡奖颁奖典礼上，猫

眼参与出品的三部电影《流浪地

球》、《我不是药神》、《送我上青

云》一共搬回了四座奖杯。“深耕

优质作品、创作精品”的出品宗旨

落在了项目上。

今年，猫眼主控出品，黄渤监

制、李霄峰导演的电影《风平浪

静》入围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

元。显然，猫眼的触角已然伸向

了原生内容，站在内容布局的新

起点上，猫眼正式成为产业上游

的“局中人”。

从票务到宣发，从参与出品

到主控出品，成立仅8年的猫眼正

在扩张中逐步打通电影全产业链

的“任督二脉”。

论坛上，作为这家以渠道闻

名的互联网电商平台的 CEO，郑

志昊如今更乐于分享内容生产的

观点，在他看来，目前，电影人一

方面为复工感到振奋，一方面深

知行业复苏是一个渐进过程，“这

就要求猫眼这样的从业者沉下心

来深耕优质作品，创作精品，优化

平台能力和服务质量”，郑志昊

说，优质内容是电影行业发展的

内驱力，在中国疫情率先控制的

情况下，对国产电影来说是挑战，

更是机遇。

全国影院复工当天，加强内

容布局的猫眼公开发布年度片

单，包括《反贪风暴5》、《平原上的

摩西》、《猎狐行动》、《风平浪静》、

《起跑》、《白狮奇缘》等中外影片

位列其中。郑志昊表示，这些影

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似乎暗示

着原生内容将成为猫眼2020年的

主要发力点之一。

片单中，猫眼的主控项目除

入围金爵奖的《风平浪静》，另有

融合了家庭温情和体育竞技激情

的励志影片《起跑》以及改编自当

红作家双雪涛同名小说、周冬雨

刘昊然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平

原上的摩西》。

片单中还包括由猫眼出品并

主控发行的港式科幻动作大片

《明日战记》，该片由古天乐领衔

主演。同样由古天乐主演的两大

热门警匪系列电影“反贪风暴”系

列新作《反贪风暴 5》和“金钱帝

国”系列新片《金钱帝国 2：四大

探长》也将陆续上映。去年 4 月，

《反贪风暴 4》以近 8 亿的票房问

鼎清明档。

此外，猫眼发布的片单中还

包括采用真狮拍摄的冒险电影

《白狮奇缘》，“熊出没”系列出品

公司拍摄的国漫新作《俑之城》，

梁朝伟、段奕宏联袂出演的主流

大片《猎狐行动》等。

从这份涵盖了动作、悬疑、

科幻、犯罪、冒险、运动、动画等

多类型影片的片单中，不难发

现，猫眼正在积极连接优质内

容创作者资源作为原生内容的

根基，力求持续产出优质电影

项目。

◎深度涉足原生内容，打通电影全产业链

◎发挥猫眼平台能力，助力电影行业复工复产

“影游融合”课题
为影视业“走出疫情”建言献策

环球影业举办复工后首场媒体观影活动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首周末票房超3000万

治愈系法国电影《白狮奇缘》
定档7月31日

4K修复3D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8月14日中国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