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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节“电影发行与放映新趋势论坛”

涂们、白百何担任推广大使

“一带一路”
电影周拉开帷幕

8 月市场有望恢复八成
片方可及时定档投放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影院复工之后，中国电影市场面

提升观众的专注度、投入度，电影院里

临哪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复工首周单

观众可以拿着手机做选择，电影会跟

日票房超 3000 万传递出哪些利好信

着你的选择进入新的情景。”采用这个

息？面对观众消费和市场的回暖，电

技术拍摄的最新影片《晚安》已经在台

影公司如何做好项目投放、储备？回

北上映。
埃菲·卡卡雷尔介绍了 MUBI 的大

望疫情期间院线电影转网发行、超前
付费点播，如何保持影院消费对观众

致情况，作为一家瞄准西欧和美国市

的吸引力、提升电影的互动及社交属

场的独立流媒体播放网站，其特色在

性？

于人工选片，并在英国和印度推出了
在日前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每周一部新片的线下免费观影服务，

“电影发行与放映新趋势论坛”上，北

“我们的企业战略不是替代影院，我们

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总

只是让观众更容易获得电影，网站跟

经理讲武生，新丽传媒高级副总裁兼

院线起到互补的作用。MUBI 目前的

新丽电影总裁李宁，英皇电影制作及

增长非常棒，今年上半年订阅同比增

项目发展总经理梁琳，传奇东方首席

长 200%，我们不但关心新订户的数量

执行官刘思汝，猫眼娱乐 CEO 郑志昊，

和增长，还很看重现有客户的留驻数

MUBI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菲·卡卡

目也调整到国内拍摄。讲武生和张文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能呈现网大分账细

据 ，以 及 现 有 客 户 的 互 动 参 与 的 程

伯的公司此前分别负责春节档两部重

节的平台。
“ 我们认为深度的宣发能

度。
”

远鹏，进昂互动总裁黄国贤等嘉宾就

点影片的宣发工作，春节档的戛然而

力是升级大宣发平台的重中之重，未

上述议题展开了讨论。伯乐营销创始

止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建构企业

来将与伙伴们一起深耕服务、打磨精

人张文伯作为论坛主持人分享了观

的护城河。讲武生从过分倚重影院票

品。”

点。

房的盈利模式出发，思考如何从传统

梁琳的关注点聚焦在如何留住影

发行向云发行升级，结合直播、短视频

院观众，
“现在观众的娱乐方式越来越

等行业的经验，从制片源头入手，深入

多元，如何留住观众是影院首先要思

坚定了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现在存在

发掘云发行全过程中所有潜在的赢利

考的问题。
”

的问题是市场对内容档期的判断还不

雷尔 ，IMAX China 中国首席执行官陈

春节档停摆之后
春节档是全年电影票房产出最高
的档期，2020 年，就在行业对市场再

点；张文伯借用杠铃配置的概念，提出

创新高寄以厚望的时候，春节档因新

从线上线下两方面入手提升企业的抗

冠疫情叫停。郑志昊分享了影院停

风险能力。

摆、市场重启之前猫眼娱乐的一系列
应对。
“ 三天退票超过 500 万张，涉及
金额超过 2 亿，我们还用很长时间帮

对“黑天鹅”
的思考
“黑天鹅”事件通常指意外发生，

助影院处理库存，复工前的防控防疫

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谈及此次

隔离距离实现等等。”郑志昊说，
“我

“黑天鹅”事件，刘思汝继续看好中国

们不会因为一个档期而丢弃对电影的

电影市场的前景，认为疫情将加速中

梦想和恒心，疫情是重新思考行业、

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的进

深耕服务能力的机会，7 月 25 日单日

票房已经超过了 3000 万，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

线上线下的机会和可能
郑志昊坚定地看好院线电影在观
影体验上的不可替代性，
“ 线上、线下

未来的计划和期待
春节档停摆之后，讲武生迅速做
出了市场将停滞 3 个月以上的判断。
影院复工首周的市场表现则让他迅速

明显，大家还是有顾虑，我们鼓励片方
快速定档，我乐观地认为到 8 月份市场
将恢复 80%，国庆档将基本恢复甚至
有小幅上调的可能。”

电影不可能完全互相替代，创作者可

新丽传媒今年有两部待定档的电

以根据渠道的选择匹配相应的表现手

影，分别是《你好，李焕英》和《秘密访

法。
”

客》。
“我们会尽快定档，演员阵容很强

陈远鹏以 IMAX 拍摄的技术优势

大，另外在我们擅长的喜剧题材、现实

须通过大银幕观影的意义，刘思汝则

如杨庆导演的项目，保守估计今年年

为例，重申了《唐人街探案 3》等影片必

题材方面今年还将启动几个项目，比

程，
“ 我们也期待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以奈飞和中国流媒体平台的发展为

内，投资拍摄更多、更好的针对中国观

例，肯定了流媒体促进电影项目落地、

底之前能开机 2-3 部院线电影。
”

众的本土电影。”

扶持新人新作的意义。

李宁所在的新丽传媒春节档虽然

郑志昊同样相信疫情之后机遇大

黄国贤阐述了互动电影的概念，

没有主控项目，但有两部在制项目被

于挑战，作为平台型公司，猫眼娱乐

并表示线上线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迫停工，原本计划马来西亚取景的项

在疫情期间进行了持续的产品升级，

相信二者都会越来越好。
“互动技术会

猫眼娱乐今明两年会推出很多影

片，其中包括参与出品、发行的《紧急
救援》、
《反贪风暴 5》、
《四大探长》，已

涂们（左二）、
白百何（右二）担任推广大使
本报讯 7 月 27 日，第 23 届上海国

文化的碰撞、心与心的相遇。

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揭开帷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邀请两

幕，推广大使涂们、白百何前往浦东陆

位电影人涂们和白百何担任推广大

家嘴中心百丽宫影城与影迷见面。作

使。两位推广大使出席了开幕电影活

为开幕影片的中国影片《白云之下》剧

动，白百何谈到，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

组，也在现场分享了拍摄期间的幕后

节是疫情发生以来举办的第一个线上

花絮，观影氛围热烈而亲切。

线下同步展开的电影节，在电影节海

今年电影节，
“ 一带一路”沿线 56

报“重逢”的主题下，电影人应该不忘

个国家报名了 1782 部影片，其中的优

初 心 ，继 续 拍 摄 更 好 的 电 影 回 馈 观

秀影片在电影节影院展映中放映。
“一

众。涂们则特别强调了《白云之下》剧

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继续受到欢迎，成

组非同一般，虽然自己出演的角色戏

员从 2018 年成立时的 29 个国家、31 个

份不多，但已充分体会到这是一部非

机构，虽然联盟的各国电影人不能像

影周放映，
也特别有意义。

机构，到今年 7 月已达 44 个国家、50 个
往年一样来沪参加“一带一路”电影

常有意思的电影，能在“一带一路”电
作为“一带一路”电影周已连续三

周，但仍然积极报送影片，经过遴选，

年联手举办的合作伙伴，浦东新区人

有 17 部影片将分别在浦东新区的影

民政府、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上海国

院、露天和线下同步展映，其中参加

际旅游度假区的负责人也莅临现场。

“一带一路”电影周露天放映的有 12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体旅

部，在浦东新区 36 个社区放映共 73

游局副局长孙毓介绍了“一带一路”电

场。
“ 一带一路”电影展的影展主题为

影周在浦东新区开展的活动，并表示

“跟着电影去旅行”，意在鼓励观众在

在浦东新区开放 30 周年之际，会用更

电影里放飞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在这
个特殊的时期，跟着电影感受文化与

好的服务、更大的力度，服务电影人与
电影观众。

（影子）

《温暖的抱抱》亮相中国影视之夜

经进入到后期的《起跑》、
《平原上的摩
西》和将在上海开拍的《天才游戏》。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

通过高品质内容实现电影的核心价值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
以“ 全 面 奔 小 康·筑 梦 新 时 代 ”为 主

控的安排进行发行工作。

片讲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首创精

汰。但如果从业者能够看到，疫情期

程武表示，疫情给了腾讯影业很

神，以及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间观众观影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题。作为论坛嘉宾，腾讯集团副总裁、

好的修炼内功的机会。过去几个月

神，对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有所触动，有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

中，腾讯影业加大了对行业优秀制片

所鼓舞。

24%，到了 5 月，88%的观众期待电影

执行官程武介绍了腾讯影业推进复工

人、编剧、导演等各个环节优秀人才的

“希望我们在思考和沉淀之后，能

复产的三方面措施，即“持续在六大文

招募力度，希望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梦

够以更好的实力、更好的作品迎接复

化产品系列的思路下进行内容布局”、

想、愿意坚守在电影行业的人，加入腾

工以后全社会对电影行业的关注，以

讯影业，创作更多的好作品。

及观众‘爆发观影’的需求。
”程武说。

“组织升级和内容升级“、
“不孤立做电
影”。

程武认为，任何行业都会面临突

程武表示，虽然在疫情期间，电影

发的问题，因此腾讯影业从成立第一

行业受到流媒体的冲击，但电影所具

天起，就不希望孤立地做电影。疫情

备的仪式感、独特的观影体验，是其不
可替代的核心价值，而这样的价值，需

好的电影是人们
追求美好生活的必需品

期间，腾讯做了内部体系的调整，腾讯
影业希望联动阅文集团、腾讯动漫、新

疫情期间，很多国外的传统影视

本报讯 7 月 26 日，电影《温暖的

旬杀青，在紧张的后期制作过程中也

存的必需品，但好的电影是人们追求

抱抱》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影

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电影行业的变

美好生活的必需品。

视之夜”，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化。关于影片的故事内核，李亚平真

司副董事长、CEO、总制片人王中磊，

诚说道：
“ 影片讲述了两个孤独的灵

院能够开门，这说明电影不是人类生

程武表示，腾讯影业坚持三个创

爱美影视创始人 CEO、出品人、总制

魂在人生低谷时彼此相遇，人生重新

心。当娱乐成为一种低门槛、随时化

片人李亚平，导演兼主演常远，主演

焕发活力的故事，我们邀请了国内最

的形式，通过移动终端可以随时随地

乔杉、艾伦、王宁组成“喜剧抱抱团”

优秀的、也是和常远一起成长过来的

看各种各样的内容的时候，在影院这

共同畅聊影片的创作初衷与幕后故

喜剧演员加盟，希望可以带给观众欢

样相对封闭、黑暗的空间，通过一束

事，喜剧兄弟更在红毯搞怪互抱，清

笑。”

光，产生一种集体观礼式的光影体验，

奇有趣的画风带来无数欢笑。

作原则，丰富生活、温暖人心、感动人

喜剧的呼声十分高涨，这个时机推出

在内的好朋友们能来参与自己的电

一部温暖、有力量，用喜剧的方式去

“我们需要这种仪式感，需要这种

影，常远坦言，这部电影从筹备到现

讲述人的成长的电影，不仅可以给大

独特的观影体验。这是电影的核心价

今已经历经了三年多的时间，期待影

击，而每一次冲击、挑战，也都孕育着

值，也是我们万千电影人在如此大的

片早日与观众见面。

新的机会。

挑战下，还要坚持在这个行业最重要

丽传媒、猫眼等上下游资源，形成更加

公司建立了流媒体部门，终端影院受

观众带着期许来寻找温暖与感动，这

更主动的应用和探索来实现。

紧密的合作。

到了较大的冲击。在程武看来，科技

是电影带给人类社会最独特的价值。

充分挖掘体系内外资源
迎接
“后疫情”
时期的新发展

开放地寻找更多优秀创作者，打造精
品佳作。7 月 1 日，由腾讯影业、上影集

团、三次元影业、阅文集团出品，黄建
2020 上半年，疫情对电影行业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电影院上周刚刚恢

复营业。在影院复工前夕，由腾讯影
业参与出品的《第一次的离别》就宣布

手段的进步，所带来的内容生产和内
容传播模式，都对传统模式是一种冲

新执导的电影《1921》在上海中共一大

程武预测，新的科技和内容相结

会址开机，预计明年 7 月 1 日上映，献

合，将带来新的体验，这是未来的一种

要靠电影人通过更好的创作、更好的

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行业会有

内容、更高的品质，以及更主动的应用

两个走向，如果行业从业者不思进取，

和探索来实现，电影也会在各种丰富

礼建党百年。

程武表示，例如电影《1921》，腾讯

王中磊也表示，疫情后观众想看

对于此次包括乔杉、艾伦、王宁

要通过更好的内容、更高的品质，以及

腾讯体系外，腾讯影业将更积极、

主创合影

《温 暖 的 抱 抱》于 2020 年 1 月 中

家 带 来 欢 笑 ，更 是 给 影 院 送 去 一 个
“温暖的抱抱”，贡献一份力量，助推
行业复苏。

（影子）

的原因。”程武说，
“ 电影的独特价值，

将在影院复工第一天正式上映。动画

影业很高兴与上影集团，以及黄建新、

停留在低水平、同质化内容重复和竞

多彩的文化、艺术、娱乐生活当中会占

电影《许愿神龙》、
《怒火·重案》也将根

郑大圣等创作者一起打造具有中国时

争，即便不被流媒体所淘汰，也一定会

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不坚持这一点，电

据观众、行业的需要，以及国家防疫管

代特色的影片。他表示，希望这部影

被其他新的内容和科技的手段所淘

影很快会被淘汰。”

《信念一生》8月19日中国医师节上映
本 报 讯 由 苏 国 涛 、梁 丽 领 衔 主
演，刘亚津、罗京民、李桂莲等联合主
演，水木年华担任主题曲演唱的医疗
题材电影《信念一生》近日发布“信念

14 天 150 场放映

节的兴奋之情：
“刚刚在电影节背板前
拍照的时候，我内心有一种久违的高

曾美慧孜助力上影节露天影展开幕
本报讯 7 月 25 日，第 23 届上海国

“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全球

天放映，弥补影院 30%上座率的受限，

际电影节举行露天影展开幕式。香港

疫情蔓延后首个线下举行的国际电影

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曾美慧孜、

节。为了让更多影迷能重回影院，我

从小向往露天电影院的曾美慧孜

第 23 届上影节海报设计师陆云帆与影

们首次开辟了露天展映的模式。”上海

激动地表示：
“来到露天电影院圆了小

迷、市民一起在露天影院观看了电影

国际电影节副总经理童颖介绍道，
“影

时候的梦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看

《地球最后的夜晚》，以特殊的形式拉

展将在上海市的 7 个商圈，浦东新区的

开了上影节的帷幕。

36 个社区，一共举行 14 天，150 场次露

为观众提供更多观影机会。
”

兴，
满是对工作的期待和热爱。
”
据童颖介绍，
此次露天影展配有与
室内影院完全相同的大银幕及 5.1 环绕

立体声的音响设备，
放映设备也达到 4K

版”海报，并正式宣布将在 8 月 19 日中
国医师节全国公映。

影片以西安交大一附院大骨节病
防治专家殷培璞教授真实原型改编，
讲述的是以殷培璞教授为代表的大骨
节病防治团队扎根病区半个多世纪，
与地方群众同心同德消除大骨节病的

标准，将尽可能还原影院的观影体验。

传奇故事，弘扬了殷培璞教授心系患

露天影展的影片既有往年展映的优秀

者、扎根病区的高尚医德精神。

影片、上影节 4K 修复的经典电影，
也有

主创表示，疫情期间，医务工作者

近几年的院线口碑电影，
未来 14 天里将

奔赴在一线，救死扶伤为广大人民排

有《小偷家族》、
《浓情酒乡》、
《刺客聂隐

忧解难。正如电影中殷培璞教授的传

的又是自己出演的影片，内心充满了

娘》、
《舞台姐妹》、
《唐人街探案》等多部

奇事迹，每一位医护工作者舍弃小我

的大好机会，希望《信念一生》能给观

满足感。”此外，她也表达了参与上影

佳片与观众在露天影院相约。 （猫叔）

扎根在疫情一线才有了如今影院复工

众带来信心，增强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