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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成熟和

中国观众观影需求的多元化，涌现了众多

的艺术电影，与此同时，艺术电影也拥有

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群。国家政策层面出

台许多对艺术电影的扶持政策，助力提升

了艺术电影生产的质量和规模。《财政部

关于调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使

用范围的通知》、《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

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等政策在拓

宽艺术影片供给的多样性、培养艺术电影

受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而言之，艺术电影市场正在蓬勃发

展，艺术电影难以走向市场的窘境也得以

改善。从发行放映渠道来看，2016年，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成立，大大拓宽

了艺术电影的放映渠道，打破了过去艺术

电影排片受挤压的窘境，使得广大电影观

众有了更多接触艺术电影的机会。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表示，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是保护艺术电影

这一门类很重要的方式，让这些影片与观

众见面，能够让中国这么庞大的观影基数

发挥作用。只有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发

行、宣传、放映，才能让艺术电影找到它的

观众。找到了观众，也就可以通过市场来

反哺艺术电影的创作，形成良性循环。“我

认为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措施，有时会比设立一个专门的基

金更管用，因为它是尊重市场、尊重观众

的行为。”

另一方面，艺术电影经过多年的探

索，也逐渐有了清晰的路线。对于大成本

的艺术电影，很多影片在制片开始就采取

了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比如知名导演加知

名演员的方式，或者注入更多商业元素以

获得更多观众认可。《归来》、《白日焰火》、

《南方车站的聚会》等诸多影片就熟练运

用了这一方式。

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认为，艺

术片要得到观众的认可，需要加入一些商

业元素，典型的例子就是《山河故人》。贾

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同档期被《满城尽带

黄金甲》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山河故

人》却收入3000多万元。这既是时代的进

步，也得益于《山河故人》中的爱情故事，

具备了观赏性和娱乐性，让艺术电影走出

了一条新路。2018年，贾樟柯为了宣传新

片《江湖儿女》竭尽全力，甚至请“101 女

孩”杨超越为其站台，最终获得 9000万元

的票房。

梁君健认为，艺术电影是特别重要的

门类，它与商业电影相对应，帮助保持电

影的多元化的文化品质，同时保存着不同

话题、不同形态的可能性，不管是从行业

自身鼓励还是政府扶持政策的角度，发展

艺术电影都是有好处的。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导演希望

第一部作品有表达性和作者性，这是很容

易理解，因为青年人表达的愿望和创新能

力都很强。但如果能够在商业环境下学

习更多规则，同时不忘个人表达，这是最

为理想的。

当然，如果不能做到商业元素与个人

表达并行，就要严格控制成本。毕竟，并

非所有艺术片都能做到艺术与商业的较

好结合，尤其是年轻导演，要多拍身边真

实的故事，用自己真实的情感打动观众，

用非常低的成本保证资金回收的可能

性。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毕赣的《路边野

餐》就是很好的个案。

说到成本控制，不得不提陈可辛监制

的《七月与安生》，陈可辛在谈到这部电影

时直言，“这个戏也不是非常贵的电影。

我们也尽量不用土豪的方式去拍戏，是一

个非常合理的制作费。”因此，站在这个角

度来讲，“我们也不需要追求，现在叫做成

功票房的数字。我觉得每个电影它的空

间是很大的，我并不是很担心这个电影的

回报。票房多少，不需要预估了，但是我

觉得这个电影空间很宽，而且能拍出一部

好的电影，能赚点钱，就很好了。”

而现在电影市场的结构，也给了艺术

电影较大空间，陈可辛说，“现在大家的电

影都在十几亿的票房以上，我觉得有10亿

票房的电影，有 10亿票房的导演，也有不

需要拍10亿票房的导演跟电影，现在的空

间挺好的。”在他看来，“对于我们这些比

较专业的，认认真真做电影的人来讲，投

入跟回报比，已经是我做了几十年电影最

好的时候。”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日前在京隆重

召开，会议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

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其中明确提出

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电影作为一种

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多元化的电影生态、丰富的电影题

材、创新的艺术手段等，都为文化繁荣发

展注入了活力与动力，进一步满足了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可以预见，未来观众可以在影院看到

更多的有品质、有创新、有内涵的艺术电

影。

毋庸置疑，艺术电影为整个国产电影

提供了创意和想象，它是电影产业健康发

展、电影生态丰富多样不可缺少的重要支

撑。

2012年开始，多部商业与艺术结合得

较好的影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比

如，由许鞍华执导，刘德华、叶德娴主演的

《桃姐》，有资深导演和知名演员的加持，

令该片取得超 7000万票房。该片还包揽

第 31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等多

项大奖。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于9月15
日上映，斩获票房 1.42 亿，该片也获得了

第 6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银熊

奖。不可否认，获奖对于电影营销的确可

以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李玉执导的《二

次曝光》随后上映，获得超 1 亿票房。此

外，管虎导演的《杀生》、王小帅导演的《我

11》、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也在当年

上映。

2013年，宁浩导演、黄渤主演的《无人

区》上映，获得2.59亿票房。2014年，姜文

的《一步之遥》、陈可辛的《亲爱的》、张艺

谋的《归来》、许鞍华的《黄金时代》等一批

资深导演的影片上映，这些电影也都采用

了知名导演加知名演员的方式，分别取得

了 4.9亿、3.44亿、2.91亿和 5000多万的票

房，为艺术片市场探索出了更大的空间。

与此同时，新生代导演层出不穷，电影

创作的开放度空前提高，刁亦男、毕赣、路

阳、饶晓志、杨瑾、顾晓刚等不同背景的导

演以个体视角持续观照时代，积极推动电

影语言的创新，艺术创作呈现蓬勃的态势。

由刁亦男执导，廖凡、桂纶镁主演的

《白日焰火》在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

奖之后也在当年上映，斩获超 1 亿票房。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认

为，《白日焰火》是非常个性化的作者电

影，但商业元素、明星元素和作者个性结

合得非常完美，且在柏林获奖后趁热打铁

立刻投放市场，在发行策略上也值得其他

艺术电影借鉴。

当然，《白日焰火》并非个案，次年上

映的由曹保平执导的《烈日灼心》也是在

获国际大奖后上映，票房达 1000 万。此

外，娄烨执导的《推拿》等同类影片也在同

年上映。

随着中国电影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

艺术电影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容小觑，并且

积累了相当庞大的拥趸。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5年至2019年，这5年间上映的艺术

电影约 60 部，差不多是 2000 年至 2010 年

11年间艺术电影总和的三倍。

2015年，中法合拍片《狼图腾》于 2月

19日上映，在竞争激烈的春节档斩获了近

7亿票房。曹保平的《烈日灼心》、彭三源

的《失孤》、李玉的《万物生长》这三部影片

分别取得了 3 亿、2.15 亿、1.48 亿的成绩。

而由徐浩峰执导，宋佳、廖凡主演的《师

父》也取得了 5460万票房。贾樟柯的《山

河故人》在10月30日上映，收获票房3000
余万，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

王小帅的《闯入者》、张艾嘉的《念念》、忻

钰坤的《心迷宫》、傅东育的《西藏天空》，

以及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等影片票

房都超千万。

2016 年，张嘉佳的《摆渡人》、周申的

《驴得水》、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曹保

平的《追凶者也》、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

史》分别以 4.06 亿、1.73 亿、1.67 亿、1.36

亿、1.15 亿票房探寻艺术影片的市场空

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与安生》于 9月

14 日上映，片中两位女主周冬雨、马思纯

在第 53 届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这一年，毕赣的处女作长片《路边野餐》也

面世，该片于 7 月 15 日上映，最终取得了

600多万的票房；青年导演刘雨霖的《一句

顶一万句》票房超过 2000万元；国际获奖

影片《长江图》也引发一定关注。

随后几年，涌现了不少具有人文关

怀、探索性和先锋意识的艺术电影，比如

2017上映的《芳华》、《解忧杂货店》、《暴雪

将至》、《冈仁波齐》、《明月几时有》、《七十

七天》、《皮绳上的魂》、《时间去哪儿了》、

《二十二》、《你若安好》、《老兽》、《八月》等

多部影片上映，其中，《芳华》更是取得了

超14亿的票房。

2018 年，饶晓志的《无名之辈》、李芳

芳的《无问西东》、吕乐的《找到你》、毕赣

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陈可辛的《你好，之

华》、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忻钰坤的《暴

裂无声》、曹保平的《狗十三》、杨瑾的《片

警宝音》等多部影片陆续上映。

其中，《无名之辈》是继两年前的《驴

得水》之后又一部低调出世，但口碑票房

双双火爆的低成本电影，5天过亿，最终取

得近8亿元票房。在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

教授路海波看来，《无名之辈》的与众不

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喜剧的优点，同时又

能引发我们对像自己一样的所有普通人

应该如何对待生活、如何有尊严地活着的

深刻思考。

2019 年，由周冬雨、易烊千玺主演的

《少年的你》更是将艺术电影单片票房提

升至15亿量级。《南方车站的聚会》、《只有

芸知道》等影片均实现了过亿票房，《地久

天长》、《阳台上》、《过春天》、《被光抓走的

人》、《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长安道》、《撞

死了一只羊》、《平原上的夏洛克》等影片

取得了不俗的口碑。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电影产业受到了

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形下，艺术电影仍然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票房超 5亿，正在热映的《喜宝》目前也取

得了过亿的票房，《荞麦疯长》、《掬水月在

手》得到了不少影迷的认可。

《掬水月在手》记录了叶嘉莹的传奇

人生，以北京四合院的结构模式展现她坎

坷坚韧仍不渝追寻初心的一生。从《如雾

起时》讲述“诗和历史”，到《化城再来人》

寻找“诗和信仰”，陈传兴导演给“诗词三

部曲”最终章《掬水月在手》的定义是“诗

和存在”。11月1日，是该片上映第17天，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在朋

友圈感谢全国艺联仍在给《掬水月在手》

排片的影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

力满足和培育观众，这么大的中国，那么

多美妙的城市，容得下更多的艺术影

院”。目前，该片票房已达570万元。

此外，万玛才旦的《气球》，张艺谋的

《一秒钟》以及《风平浪静》等多部新片，也

将于11月上映。

不难发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以及民

族自信心的增强，寻求国际获奖开始回归

到“艺术”的初心上来。早年间只要是海

外获奖就能令人兴奋，而今，这一现象正

悄悄发生变化。“国际获奖”与“票房促销”

之间的正相关性在不断弱化，民族文化象

征的意味越来越回归到追求观众和电影

艺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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