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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电影院仍是大片最有力支撑

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让全球电影业陷入“停摆”。极

端情况下，陷入困境的全球影视公

司开始了新的行业探索。其中，院

线电影线上发行的探索引发行业热

议。

在中国，《囧妈》以 6 亿“天价”

与视频平台达成合作，在互联网上

免费放映，引发院线质疑。《肥龙过

江》、《征途》等院线电影，随后试水

网络付费点播发行。

在北美，线上发行也成为各大

片方“自救”的流行动作，包括环球、

索尼、华纳兄弟、迪士尼在内的大型

电影公司，均宣布将旗下部分电影

提前放在流媒体平台，或直接线上

首映付费点播，或缩减窗口期。其

中，迪士尼年度大片《花木兰》以

29.99 美元的价格在互联网上付费

观看，环球影业的动画电影《魔发精

灵 2》以视频点播形式上映三周，即

获得 1 亿美元的点播收入，但与此

同时，环球也因此遭受了来自院线

的抵制。

无论中国还是北美，院线电影

线上发行都遭到了来自院线不同程

度的抵制和质疑。在近日举行的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高峰论坛上，这

一行业焦点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嘉

宾们认为，现阶段，至少对于大片而

言，影院仍是最有力的支撑。

万达影视总经理尹香今表示，

影院自 7 月 20 日复工以来，迅速回

暖，刚刚过去的国庆档，市场再创佳

绩，说明“中国的电影观众还在，中

国观众对好电影的需求不会因为疫

情而降低”。她认为，对于视效大片

而言，观众一定还是会选择去影院

观影。此外，电影的社交属性、集体

观影等都无法被网络观影替代，“网

络发行并不会对院线产生巨大冲

击，”尹香今说。

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坚定看

好传统影院的发展，“一部三五亿大

投资的影片，没有影院支持，仅靠互

联网分账，目前还难以生存。”

在博纳影业董事长兼总经理于

冬看来，《囧妈》只是个例，对于院线

电影而言，如果没有票房，电影行业

就回到了“石器时代”，而电影没有

票房，也就不存在产业化发展的问

题，院线电影最终还是要回到票房

上来。

影院、院线、平台亟需合作“破局”

尽管 2020 年中外电影市场上，

院线电影的网络发行“风生水起”，

但视频平台并没有在这场看起来

“占了便宜”的发行模式上“占到便

宜”。

“说来惭愧，我们三大视频平

台，至今还在亏钱，”爱奇艺会员及

海外业务群总裁杨向华介绍，10 年

来，视频平台培养起了一批愿意为

互联网付费的观众，但当视频平台

会员数量达到“瓶颈期”之后，内容

供应成本又成了问题，“进入‘瓶颈

期’以后怎么办？只能限制内容端

的成本投入。”而今年，爱奇艺在与

片方共同探讨院线电影网络发行模

式，也是“破局”的一步，不过，至今

这种尝试尚未找到最佳合作方式，

视频点播的单次定价，也未找到最

合适的定价区间。

于冬认为，片方、院线、平台对

线上发行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关键不

是“窗口期”的长短，也不是片方与

平台之间的“讨价还价”，问题的症

结在于，目前还没找到一个对影院、

院线、平台三方都合适的合作模式。

“每年院线电影生产 1000 多部，

进影院发行的 400 多部，很多影片

‘破发’。院线也不会一直抵制网络

发行，当同档期上映的电影新片太

多，排不过来的时候，就应该为这些

排不上场次的影片找到新出口。”但

在于冬看来，现在包括视频平台点

击量造假、视频平台联手对电影限

价等问题正在成为片方、院线、平台

合作道路上的“拦路虎”，他希望，

“平台的数据更加公开、透明、真实，

这将有助于院线电影跟平台在窗口

期上的矛盾化解。”

线上线下，对中国观众充满信心

对于未来电影的发行模式，于冬

认为，院线电影最终还是要回到票房

上来，“只有强大的院线分账模式形成

后，才能带来各窗口期的收费建立，建

立了强大的前市场，才有更大的后市

场。”

王健儿对这种观点解读为“火车

头理论”，“影院好比火车头，车头跑得

越快，对车身带动越快，长尾效应才能

显现，大家才能获益。”

今年年初，爱奇艺“过山车”式的经

历，似乎也在印证这一观点。杨向华介

绍，由于“疫情”期间全国实施居家隔离

措施，爱奇艺一季度的流量和会员数一

度达到高峰，但由于影院持续停工，没

有新电影上映，平台自制剧也处于停工

状态，“内容荒”的问题愈发明显，爱奇

艺会员付费也因此受到影响。

“内容供应最重要的一块是电

影，”杨向华说，据他预测，影院 7月 20
日复工后，预计要到今年第四季度，爱

奇艺平台的线上电影播映才可能恢复

到去年同期水平。

面对付费会员增幅进入“瓶颈”与

会员对内容的海量需求增加的问题，

杨向华认为，未来视频平台有可能会

去尝试类似当下平台定制剧的“平台

定制电影”，以控制内容成本支出。“未

来中国观众愿不愿意为好电影付费？

我有这个信心。”杨向华说。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年出品

网络电影789部，全国有资质的视频网

站600余家。

而面对“后疫情时代”院线电影

的影院发行，于冬同样充满信心，“中

国电影市场从 8.9 亿跃升到 640 亿、

17.2 亿观影人次，这是巨大的市场。

面对 17 亿的观影人群，我们都应该

充满信心。我们不仅有城市影院市

场，我们还有更广阔的农村和小镇

市场。”

“电影魅力无限，西影永远热爱，

西影是我家，我回家了!”从当天下午

起，艺术家们和老中青西影人就开始

了他们的“回家之旅”。他们饶有兴

致地参观了全新的西影电影圈子，在

寻找工作记忆、创作历程的同时，感

怀西影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当晚的活动现场，许还山、张嘉益、柏

雨果、何志铭、马德林、陈剑月、楼健

等相继登台，拉起了家常。他们纷纷

表示，这几年，西影电影博物馆、胶片

电影工业馆、西影大厦等电影创作设

施的建成开放，创作生产体系和产业

发展环境的完善，将再次使西影成为

陕西影视创作繁荣发展的人才洼地、

产业高地。

活动中，承载了 60 多年光影记忆

的西影艺术档案揭牌开放，向公众打

开了西影 4万余册珍贵书籍和全部电

影档案的大门。同时，拥有艺术影厅、

剧本讨论室、书吧等设施的西影艺创

之家也揭牌成立，将成为影视人在陕

西的情感纽带、创作空间和温馨家园。

当晚，西影集团还发布了未来生

产创作和投资合作的影视项目。继

投拍出品电视剧《装台》后，西安电影

制片厂与贰零壹陆影视传媒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联合投资出品

《爱很美》、《少年派 2》、《主角》等影视

项目。同时，西影主投主控的奇幻爱

情喜剧电影《再见汪先森》入围了第

36 届华沙国际电影节，西影还正在加

快创作《旗帜》、《爱的出口》、《我们正

年轻》等电影项目。

为进一步增强电影原创力量，西

影成立了中国故事研究院，并聘任著

名编剧芦苇为名誉院长，将通过人才

引进、选题策划等多项举措，打造属

于西影品牌的中国故事。同时，现场

还发布了“西影青年导演 x 计划”，每

年计划投资 1000 万元，孵化 4 至 6 部

优质电影项目，发掘培养具有潜力的

优秀青年导演。

互联网影视融合发展是电影产业

变革的时代需求，由西影视频与北京

理工大学联合研发的影视区块链平

台也在当晚正式上线。该平台将充

分融合影视群智、影视资源、影视创

作、影视运营、影视交易等环节，为影

视及网络视听内容的确权和用权保

驾护航。

“影视陕军”是陕西影视的一张

响亮名片。活动中，陕西影视联盟、

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光中影视、西咸新区秦汉新

城影视公司、西安沣镐嘉艺影视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奥斯卡影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等陕西影视机构和企

业分享了影视项目计划，用精品力作

擦亮“影视陕军”品牌。

此外，陕西省文化产业协会和西

影集团发起设立了丝绸之路影视 IP
创新中心，为陕西影视发展 IP 产业提

供更多想象空间。

“新时代中国故事联拍计划”在

当天的活动上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峨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珠

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垂林，内

蒙古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锡

林，西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勇

和上影集团代表、总裁助理郑虎共同

发布该计划。未来，五大国有电影集

团将紧密合作，通过互投联拍等方

式，陆续推出《密档》、《暴风》、《风向

北》、《天边》、《旗帜》等歌颂信义大

爱，展现家国情怀的电影精品。

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

文涛也在现场发出了合作邀约。他

说，“西影已经夯实了基础，将全力以

赴投身影视的创作与投资，期待与艺

术家、企业家和影视人携手合作。”

10月 12日下午，西影大厦入驻仪

式也成功举办。西影大厦是电影圈

子服务电影创作生产的中枢，将引进

一大批影视、文化、金融、科技企业，

为他们提供艺术创作、政策咨询、资

源对接、金融支持等综合服务，努力

打造影视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报讯 作为第七届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西影特别单元的重头戏，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安）执委会主

办，西安电影制片厂承办，西部电影

频道、西影视频、西影文旅、西影电影

博物馆协办的“电影海报中的一带一

路”经典电影海报展，日前正式免费

开放。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单红，

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文

涛，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黄献松，著

名导演、演员王大治共同为经典电影

海报展开幕。

此次展览是彰显丝绸之路国际

电影节文化惠民、艺术交流功能的重

要载体，集中展出了 500张国内外原

版经典电影海报，分为最早的电影海

报、欧美电影海报、原版手绘海报、香

港电影海报、西影经典电影海报等五

大板块。同时，一些经典电影场景的

布置，将成为电影人以及市民游客，

打卡体验的好去处。

据介绍，此次海报展，除西影经

典电影的海报外，其他电影海报均是

首次在国内展出。《白雪公主与七个

小矮人》的错版海报、需要两个人一

起抬的AO级大海报、修复难度极大

的手绘原版海报、奥黛丽·赫本主演

的经典电影海报等，将让众多观众穿

越时空，领略海报艺术的独特魅力。

步入海报展，首先是由长宽均 6
厘米左右的世界最小海报、多边形不

规则海报、电影史上最早的海报《水

浇园丁》（1896年）及《卢米埃尔电影

机》和《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错版

海报、世界现存最大AO级海报、世界

罕有双面印刷大海报等构成的“最早

的电影海报”展区。为了告诉参观

者，印刷技术对海报发展的影响，现

场还摆放了一台有上百年历史的石

板印刷机，并现场播放一张海报如何

用石板印刷机印刷完成的视频，并由

技术人员现场教参观者体验石板印

刷。

在欧美电影海报展区，卓别林、

希区柯克、费雯丽、格蕾丝·凯莉、奥

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

度影星参演的电影海报，让人想起了

一个个经典电影画面。现场还布置

了《雨中情》、《兔子罗杰》、《七年之

痒》等经典电影的电影场景。法国、

意大利、德国、波兰、西班牙等国家的

艺术特点，也都通过一张张经典电影

海报传递出来。

手绘海报是早期世界电影海报

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现场

的古典Q版手绘海报，将通过卡通人

物和强烈的色彩、夺目的文字表现形

式等，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和儿童的关

注。

作为华语电影的先驱，香港电影

几乎与世界电影同步。在“香港电影

海报”展区，展示了邵氏电影早期的

《流星蝴蝶剑》、《铁汉》、《江湖汉子》、

《大明英烈》等电影海报。现场还布

置了“咏春拳木桩”等道具，瞬间把观

者带回香港电影的巅峰时刻。（静默）

本报讯 10 月 12 日，由贾冰、苗

圃、王宁、修睿、包贝尔等主演的喜剧

电影《画饼》亮相西安丝绸之路电影

节。

当天，电影出品人王子鲲，制片

人陈明、安闯，导演李子轩登台讲述

影片创作历程。据介绍，电影《画饼》

全程以西安为背景进行拍摄，通过一

个诙谐轻松的寻宝故事展现出这座

古城的特色风情。谈及片名，导演李

子轩透露，片名《画饼》不仅是关联到

了西安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肉夹

馍，也与影片中各个角色都在为对方

"画大饼"各怀鬼胎有关。目前影片

已经杀青，正在进行后期制作。

王宁、修睿、曹瑞表示，这是一次

全新的体验，因为《画饼》集合了江湖

各派喜剧演员，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会

因为表演方式的不同碰撞出不同的

火花，再加上导演的认真态度，这将

会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爆笑作品。

发布会当天还发布了一则超前

预告，展现了影片诙谐爆笑的气质。

伴随着异域风情的鼓点和音乐，各位

喜剧演员逐一登场，众人表情各异，

“心怀鬼胎”。为争夺宝藏各显神通，

没想到弄巧成拙，做出一连串滑稽搞

笑的行为。影片中还穿插着多句西

安方言，本就是西安人的苗圃的本色

出演，再加上也是西安人的导演李子

轩对影片的把控，将会为观众奉献上

一部极具西部地区风情的爆笑喜剧。

电影《画饼》由浙江一禾影视，北

京耀莱影视，北京星光国韵，中厂大

择，深圳中影泰得，北京乾坤剑出品，

2021年上映。 （杜思梦）

“电影海报中的一带一路”经典电影
海报展开幕

全程西安取景

“陕味”喜剧《画饼》亮相丝路电影节

“‘一带一路’电影合作与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院线电影最终还是要“回归”票房
■文/ 本报记者 杜思梦

（上接第1版）

本报讯 10月 12日，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特别推荐影片《拨浪鼓咚咚

响》与陕西首批观众见面。

《拨浪鼓咚咚响》是本届电影节

从3500部全球影片中甄选出的17部

特别推荐电影中唯一的中国影片，由

陕西导演白志强执导，讲述了一个痛

失爱子的寻仇货郎和一个寻找父亲的

孩子，从不共戴天到形同父子的故事。

影片没有启用一名专业演员，均

由素人本色出演，片中大部分群演镜

头也都是真实拍摄。素人演员的表

演令影片呈现出的生活质感收获了

现场观众的赞叹，有观众称赞片中演

员“戏如人生”，也有观众认为影片气

质像是“中国版《菊次郎的夏天》”。

谈及采用全素人阵容，导演白志强

坦言，其实是迫于“资金压力”的选择，

“我当时也考虑了用著名表演艺术家，

但是我们的资金非常困难，就放弃了。”

对于素人演员选角，白志强透露

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就是“尽量找生

活中有类似经历的素人”，比如，片中

扮演苟仁的惠王军原本是出租车司

机，“他本职工作是跑出租，和苟仁一

样东奔西跑的，他的经历和我们这个

角色在感情上是非常接近。”而毛豆

的扮演者白泽泽是从将近 1000个农

村小学生中选出来的，“要求就是胆

大，能背大段台词，”白志强说。而被

他选中的白泽泽后来还被《我和我的

家乡》剧组看中，出演了角色。

当日，《我和我的家乡》陕西篇导

演俞白眉、演员苗阜也前来助阵，俞白

眉表示：“你可以把《拨浪鼓咚咚响》看

作另一个版本的《我和我的家乡》。”

据悉，该影片将于近日在全国影

院上映。 （杜思梦）

丝路电影节特别推荐影片唯一中国电影亮相

《拨浪鼓咚咚响》全素人出演
获赞中国版《菊次郎的夏天》

10月12日，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合作与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后疫情时代”《囧妈》引发的院线电影“院转网”发行话题再度成为论坛焦点，博纳影业董事

长兼总经理于冬直言，《囧妈》只是个例，关键在于如何化解片方、院线与视频平台三方的矛

盾，目前还没找到三方都合适的模式。而院线电影，最终还是要回归票房。

许还山（中）回忆“西影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