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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国产中小成本电影带给电

影市场太多的惊喜，打破了中国电影长

期以来“大片”一统天下的局面。《岁岁清

明》、《将爱》、《武林外传》、《观音山》、

《钢的琴》、《失恋 33天》等中小成本电影

的热映与热评，为国产电影的制作带来

了新的方向。投资不足 1500 万的国产

电影《失恋 33 天》，创造了 3.2 亿票房的

成绩，看齐当年《泰坦尼克号》的票房，堪

称是本年度中国电影最大的黑马。这部

80后班底打造的关于 80后的爱情片，以

其“接地气”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大青

年群体的共鸣。电影《岁岁清明》以小人

物、小角度承载了大主题、大事件，唯美

的风格，悲情的表达，做到了以小胜大，

赢得了业内好评。

为鼓励中小成本电影的创作，推动

其健康快速发展，2011 年的金鸡电影节

首次设立了“中小成本影片奖”。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中小成本

电影的意义并不全在于市场价值，而是

在于它们对电影产业的创意性的引领，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影片具有开路作

用。它们为电影工业提供活力，促进整

个工业的良性发展。只有充分发挥大片

和中小成本影片之间互补互动的关系，

使它们各自存在并且良性互动才能健全

电影工业，才能满足观众的差异化需求。

随着电影产业化不断升级，市场容

量逐年增大，随之而来的，国产电影与以

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引进片竞争愈发激

烈。因此，现实题材则成为了赢得本土

观众的“利器”。

以《非常完美》、《爱情呼收转移 2》、

《女人不坏》、《全城热恋》、《我知女人

心》、《全球热恋》、《杜拉拉升职记》、《80
’后》、《无人驾驶》、《亲密敌人》等为代

表的一大批中小成本影片，立足本土文

化、创新创作观念、关注现实生活、贴近

观众需求，满足了观众、丰富了市场。饶

曙光表示，《杜拉拉升职记》等这样一批

影响较大的具有现实主义品格和精神的

作品，表达了电影人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和深刻思考。

2012 年，《泰囧》这部中小成本影

片，票房突破了 12 亿元，创造国产电影

新的市场纪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

所所长丁亚平看来，《泰囧》的成功与其

生活化的人物和故事密切相关，现实性

很强，“但没有肤浅的搞笑或低俗化的狗

血夸张，也没有生硬地贴上某种概念化

的标签，一味流于说教。”这部影片主打

轻喜剧类型，跟前几年泛滥成灾的恶搞

喜剧不一样，能重新唤起观众对喜剧的

兴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创作持

续繁荣，电影产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现实题材电影逐渐成为银幕上的主流。

2013 年至 2019 年电影票房（含引进片）

前十名中，2013年有 5部现实题材，2014
年 3 部，2015 年 4 部，2016 年 3 部，2017
年 5部，2018年 5部，2019年 5部。

《美人鱼》、《我不是药神》、《飞驰人

生》等现实题材电影更是创造了票房奇

迹的“爆款”。这几年现实题材电影获得

了市场的认可，说明观众对于电影有了

新的、更广泛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评判标

准。2018 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逆流

而上成为年度冠军；《我不是药神》深层

次反映医患矛盾以及医药改革对于民生

影响等问题引发全民观影潮；同年 11
月，以小人物生活映射社会现实的《无名

之辈》成为票房黑马；而在 2018 年尾声

上映的《来电狂响》也讲述了都市人群中

无处不在的信任危机等。关注校园霸凌

题材的《悲伤逆流成河》、关注女性境遇

的《找到你》、折射社会现象的电影《一出

好戏》、《暴裂无声》等影片表现不俗。可

以说，类型多样的现实主义影片成为电

影市场的“主旋律”。这些影片类型各

异，却都以不俗的影片质量和颇具话题

性的内容，引发观影人群的共鸣和追捧。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

旭光认为，从创作角度看，现实主义的道

路要越走越宽。银幕上不仅有《我不是

药神》这类悲情式的现实主义，也有像

《一出好戏》这样的荒诞假定的现实主

义，也有《无名之辈》这样黑色幽默风格

的现实主义。因此，没有统一的现实主

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是非常宽广的。我

们在欣喜于现实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要

考虑到现实主义的多样性问题。

而具有较高社会关注度的作品无一

不是切中时代脉博、准确反映生活、积极

介入现实，如 2012 年以来创作的《万箭

穿心》、《烈日灼心》、《老炮儿》、《搜索》、

《亲爱的》、《白日焰火》、《推拿》、《失

孤》、《山河故人》、《闯入者》、《家在水草

丰茂的地方》、《破风》、《解救吾先生》、

《万物生长》、《我是路人甲》、《我不是潘

金莲》、《追凶者也》、《嘉年华》、《相爱相

亲》、《无名之辈》、《找到你》等。这些影

片反映了小人物生存状态，以特定的社

会写实性在市场中打开了一片新的创作

天地。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批新的现实

题材影片如《十八洞村》、《中国合伙

人》、《滚蛋吧！肿瘤君》、《乡村里的中

国》、《警察日记》、《老阿姨》、《旋风女

队》等，紧扣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发展脉

博，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表达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赢得广泛关注。

现实题材电影，应该要找到这个时

代最有趣最动容的比喻，传达这个时代

最真诚的希望和最动人的力量。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深刻

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

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

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

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这些影片的出现，尤其是积极现实

主义和温暖现实主义的新内涵的注入，

实现了现实影片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

展，构建了现实题材影片的新格局、新境

界。”饶曙光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出现了网

络 IP 衍生电影大潮，《盗墓笔记》、《大

话西游 3》、《微微一笑很倾城》、《爸爸

去哪儿》、《爱情公寓》、《极限挑战》等

改编自小说、电视剧、经典电影、综艺

节目等各个门类的 IP 电影，都是所在

档期的“种子选手”。

从 2013 年的兴起，到 2014 年集中

爆发，再到此后的两年持续，IP 似科已

经让我们忘了何为原创，何为原创力。

让人欣喜的是，在这股 IP 浪潮中，

如《捉妖记》、《唐人街探案》、《老炮

儿》、《泰囧》、《战狼》、《中国合伙人》

等原创作品还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让电影人更加明确了“理性对待 IP、

提升电影原创力”的发展方向。

2016 年，IP 电影《爵迹》具备超强

“卡司”，却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成绩。

当年暑期档的《封神传奇》植根于古典

神话《封神演义》，一口气吸纳了李连

杰、黄晓明等十余位一线明星主演，但

2.75 亿的票房显然与预期相去甚远。

有个典型的案例，2011 年 9 月，网

络作家顾漫以数十万元的价格将《何

以笙箫默》电影版权卖给了乐视，合约

期为三年；2014 年下半年，版权即将到

期之际，顾漫又以七位数的价格卖给

了光线，价格翻了近十倍。

《大话西游 3》出品人、春秋时代董

事长吕建民也曾透露，曾有制片人拿

着一个“玄幻 IP”找到他投资电影版，

其电视剧版权已经卖出了 5000 万，而

目前一些 IP 的电影版权则动辄叫价

3000 万。甚至，连“新华字典”“俄罗斯

方块”都被称作超级 IP，当时已经被

互联网公司注册，都有影视改编的可

能性。甚至还有影视公司提出，在影

视剧拍摄期间，先订制同名网络小

说，积累网络人气。

凡影合伙人王义之认为，不管是

电影、电视剧、话剧、文学，消费注意力

是文化产品共有的特性。他说，IP 热

不能完全说是资本的急功近利，当一

个 IP 在某一领域曾经取得成功时，在

电影改编时，改编权的定价就有据可

循。“小说、戏剧等都是曾经最接近消

费者的成熟产品，有着自己的定价原

则和游戏规则，定价相对容易。”

饶曙光说，“应进一步厘清 IP 和电

影工业化的关系。IP 如果能够通过专

业化的电影转换，将创意和工匠精神

相结合，转化为合格的作品，其市场表

现更加值得期待，口碑也会随之提

升。”

IP 电影风靡影视圈，其中很大原

因是看中这类作品自带的强大粉丝

群。然而，越多人喜欢，就意味这部电

影的改编难度越大，往往是费尽心思

把片子拍出来，却依然难以得到“原著

粉”的认可。

但是，尊重原著不意味着讨好粉

丝，毕竟众口难调。

好的 IP 改编电影，不仅原有受众

要满意，对它不了解的观众也要满

意。比如《滚蛋吧！肿瘤君》，原来只

是小众漫画，电影把漫画背后的故事

进行了整下，大家对电影版的评价也

非常高。凡影合伙人王义之认为，这

就是好的 IP 改编。“做原创确实是件苦

差事，但目前还是有不少年轻导演愿

意坚持原创，比如《唐人街探案》，主创

不仅拍了电影，还定了很多人物小

传。市场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

各种问题，但核心的从业者还是很专

业的。”

在饶曙光看来，中国电影要完成

工业化升级，IP 的有效、有序和电影化

开发与保障原创必须同时具备，二者

是并行不悖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

对已有的创作力量要盘活存量，同时

利用各种手段吸纳增量，以新力量为

中国电影增添新动力，为中国电影结

构性调整在产品层面施以保障。

（下转第10版）

（上接第6版）

▶ 电影创作拥抱互联网
专业化转换IP才是王道

▶ 现实题材渐成中流砥柱
植根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关切

产业化以来的电影创作风潮流变：

高工业大片引领市场 现实题材成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