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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中小成本影片正在涌现于当

下的电影产业当中。中小之谓即是

1000万到3000万的制作，在一般省市级

的制片出品公司当中，这种规模比较多

见。

然而，中小成本的制作当下面临的

最大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成功的尺度，所

谓成功自然首先是题材、内容和主创阵

容，但不能忽略的也包括着成品之后的

宣传发行。

目前第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摄制影

片之初他们全然不考虑宣发成本的计

算，没有安排好相当比例的宣发费用。

大部分中小规模的公司为制片而制片，

一旦需要到宣发了，才“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地设法寻找费用，这时，要求发行

公司带资或者垫资宣发就成了他们想

当然的遴选要求。

但是，发行公司分两种，一种是本

身拥有资本背景的，它们不太注意这些

乞求宣发费的出品方，道理很简单，资

本关心的不是作品而是怎样最快地捞

钱。如果一部中小成本的规模的影片

卖点很突出，发行的投资回报显而易

见，拥有资本的宣发公司可以出手，它

们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如果中小成本影片的成功率也是

中小概率——请记住这是常态——它

们一定不会伸以援手。因为对于资本

来说，宣发的冒险不符合资本的性格。

另外一种发行公司没有资本背景，

靠的是自己的辛苦劳动。但是，没有一

部影片是可以拍着胸口说就能够赢的，

如此它们能否与等待垫支宣发费的出

品方合作起来，几率又是很低的。

出品公司最难的是本身不懂发行，

也许这也是它们很难判断与哪一家发

行公司合作的原因。而发行公司最难

的则是的确解决不了发行资质的信用

问题。而两者难以合作使得中小规模

的发行公司大都很难生存下去，这些年

倒下的发行公司很多。

当然，由于中国电影产业体量还很

大，发行公司在北京勉强维持的还是找

得到。只是长此以往，这些发行公司会

越来越艰难，规模也一定越缩越小。

在此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才能算

“懂得发行”？这是在有无宣发成本，能

否找到垫资的宣发公司，怎样的宣发公

司比较靠谱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需要面

对更为本质的问题。

中国电影产业今天的市场问题很

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要回答，究竟怎样才

能算懂得发行？

今年我们已经看到的发行失败的

影片已经非常多了，就主旋律的影片而

言，有发行很失败的。就刻意走商业路

线的而言，也有投资上亿而票房回报几

千万的影片；还有坚持走艺术片路线的

影片，有着获奖光环，有着整个集团的

期待；还有着本身有一条强大的院线垫

底，但就是没有上市场的勇气。

这确实是今天产业真实的市场状

况。各种失败和害怕都可以视作不懂

发行。其实很应该想想，宣传发行要靠

什么才能做好呢？还不是人吗？现在

的状况是行业缺乏懂得发行的人才。

如果说什么叫懂发行，我认为，懂得使

用有宣发本事的人，可以说懂发行。

二十年前，中国电影就已经有一句

很火的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最贵。”怎样叫作懂发行，正可以从

这个角度讨论。

影片站在市场的跟前，和影片站在

一起的，自然有出品人，有资本方，有导

演和明星，还有今天的50条院线、13000

多家影城。但是，不可能说他们就应当

懂发行。术业有专攻，为什么不意识到

发行的专攻就是要使用懂得宣传发行

的人才呢？

懂得使用有宣发智慧的人，就是懂

发行。我们选择制片的时候一定会想

到哪些导演和演员合适，找影城经理的

时候也会稍微严格地筛选一下他能否

胜任。这就是用人的基本认知。

到了一部影片问世，我们反而不会

考虑如何选用最合适的宣发团队了。

不会用人就是不懂发行的最直接的答

案。

在这个行业当中，大的说无非就是

“制发放”三个环节，其中制片端最需要

的始终是绑定最能够合作的发行公

司。甚至一定程度要养着这样一支发

行团队，至于怎样“养”，办法很多，但是

一个制片公司长期不关注发行公司和

团队的情况，在我们今天产业和行业

看，却比比皆是。

发行是影片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一支野战部队没有舟桥工程部门是难

以想象的，一个电影生产公司，没有宣

发的专门对接部门也是不可原谅的。

懂不懂发行的问题，我们不用展开

很多议论，就看这家电影出品公司平日

对行业中的宣传发行如何重视的，就已

经非常清楚。没有对于宣发的了解，这

样的出品公司是不应该被资本所青睐

的。

根据水桶定律，目前行业短板就在

宣发，就在平时不重视宣发，“临门一

脚”找不着宣发。短板的制约自非一

日，那些拿着别人的钱或者政府和纳税

人的钱拍完交差的人无视短板，都是眼

下解决这块短板的障碍。

行业解决这个短板自然不可能依

靠那些本来就不懂的人，但是等他们把

资本糟蹋完，等他们将投资人的钱花光

花完，我们产业也换不回一个补足短板

的机会。所以，现在就应该起来改变这

种状况。

各地主管部门都要为电影的宣发

树立起荣誉与商标，即对那些出自本地

的，有过往优秀宣发成就的公司与出品

过优秀的影片的公司一样进行突出的

表彰，对于宣发优秀国产影片成功的宣

发公司就要大力表彰，也要大方地奖

励。

各级专项资金都要明白地公示，今

年的扶持应当怎样面对那些希望做得

优秀的宣发团队。广东省过去每一年

都会专门表彰上一年度最优秀的放映

院线和放映影城，也会表彰做得好的影

片发行。

广东省对于市场宣发的重视，给了

宣传发行优秀国产影片的人才和公司

很大的鼓舞，广东票房稳居全国之首，

少不了市场宣发方面的发力。产业的

机制创新上，就应该为影片宣发提供更

好的政策，鼓励业界之外更多的人们进

入这个行业，尤其是进入到发行行业。

现在担心的不再是放映和制片这

两端了，没有好的宣发，这两端就是断

的。今年是大张旗鼓地进行优秀影片

宣发之年，也是疫情之后以一个完整的

年度计算重整产业旗鼓的一年，更是产

业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一年，无

论票房还是影片生产量都将登上历史

高峰奋斗一年，各种措施和步骤都会有

大的创新和提升，那么电影的宣传发行

呢？

如何支持、扶持电影宣传发行的团

队和行业骨干呢？

让出品和院线两头的桥梁坚牢地

搭建起来，需要有更加出色的宣传发行

团队，按照当前中小影片占绝大多数，

而又较难获得宣发费用的实际情况来

看，优秀的宣发人才非常难得也非常值

得培养，尤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

十几支能够策划、推广、宣传、发行中小

成本影片的团队。

办法就是打开大门，鼓励行业内外

有能力的人才积极从事电影宣发。国

家建立优秀影片宣传发行基金，每年以

半年为一阶段公开招聘对标影片的宣

发团队，影片出品方也在报名接受竞标

宣发的时候缴纳少量的发标费，市场的

事情用市场的办法就能够办好。

评选优秀影片，扶持优秀出品，都

是主管部门出面做的，也做到的，扶持

鼓励并且建立机制做好优秀中小影片

宣发政府也可以这样做——可以通过

公开委托和招投标的办法，遵照市场规

律和电影规律去做，相信行业内外都会

欢迎。

目的不在于一两部、一两年的电

影，在于补上产业在影片宣发上的短

板，在于鼓励更多愿意为中国电影市场

建功立业的人们，在于以更加成熟而完

整的产业链助推更加强大的中国电影

向世界市场和文化地标迈进。

今年我们都看到了第一个百年，二

十多年之后，产业将迎来第二个百年，

那就是新中国的百年。中国电影人生

活在、奋斗在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愿我们看到一代代电影宣传发行

的骨干人才及优秀团队公司能够不断

地成长。

传统美与现代美珠联璧合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新追求

中小成本影片
呼唤优秀发行公司

■文/祁 海

粤剧《白蛇传·情》取材于中国四

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广

东戏剧界、电影界精英联手，将该剧搬

上银幕。这是中国第一部 4K 全景声

戏曲电影，它受年轻观众欢迎，不仅仅

是因为用了高科技，而是在多个方面

都敢于创新，让传统美与现代美相得

益彰。

思想观念的大胆出新

数百年来，《白蛇传》曾被改编成

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在老版本中，

白素贞是追求美好爱情的正面人物。

她的敌对者都是反派，法海恶毒诡诈，

仙童冷酷无情。新编粤剧《白蛇传·
情》的剧名增加了一个字：情。该剧保

留了白素贞忠于爱情的情节，并大力

强化。扮演白素贞的表演艺术家曾小

敏，将善良女子的纯情表现得格外真

挚动人。

但这个新版本也有颠覆性大改

动：情，并非仅用于塑造正面人物。在

新版本中，阻碍白素贞的反对势力，不

再是反面人物。法海、仙童与白素贞

激烈对抗甚至大打出手，险些害死无

辜，但法海、仙童都不是坏人，毫无私

心，自认为是忠于职守。法海严格执

行仙界法规——人妖不能通婚，他发

现白素贞是蛇妖，只是警告白素贞离

开许仙，没有施毒计，许仙让白素贞喝

雄黄酒并非受法海欺骗。仙童保护仙

草，也是公事公办。法海和仙童皆有

恻隐之心，在关键时刻都放了白素贞

一马。

如此重大的修改，会不会弱化戏

剧矛盾？没有假恶丑作反衬，真善美

能显示出来吗？这正是该剧的大胆破

格之处！编导烘托真善美，要另开一

条新路：白素贞的纯洁情义，不仅打动

了台下的观众，也打动了台上白素贞

的死对头。白素贞本已修炼千年，为

求真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即将成仙

的大好机会。她已怀孕，喝了雄黄酒

更是元气大伤，但为救丈夫，两次舍生

忘死，拼尽全力，令铁石心肠的对手也

不禁为之动容。

新版本中，赠送仙草的不是仙翁

而是仙童。白素贞泣血悲呼：“若无

灵芝仙草救回我夫，我生有何欢，死

又何惧！”打动了仙童。仙童在打斗

中失手，白素贞还冒险救了他，更是

显示了善意。于是，仙童愿献仙草就

合情合理。

本来最强硬的法海，一是目睹白

素贞的真情壮义，二是见到他很信任

的小沙弥居然也认同“人若无情不如

妖，只要有情妖亦人”，私放了许仙，让

法海看到了人心向背。于是，法海也

转变了，没有惩罚小沙弥，并向佛祖禀

报了白素贞的实情。佛祖也发了慈

悲，白素贞虽被锁入雷峰塔，但保得真

身，今后或许可成人……

国外一些表现残酷战争中透现人

性之光的电影，描写法西斯军队某些

人对被奴役者网开一面，主要是出于

怜悯弱者。《白蛇传·情》的执法者并非

如此，他们成全白素贞，反而是因为白

素贞从不乞怜，敢于抗争，是精神上的

强者！这种真情之美，让敌对者从震

动到感动，唤醒天良，这就从一个新角

度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强大力量。

法海、仙童的新形象，有新的认识

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人性与旧观念

旧制度经常激烈碰撞，我们不是常见

到许多非常虔诚认真地做错事做坏事

的“好人”吗？《白蛇传·情》改编古典名

作，融入了现代思考，更有人文深度。

艺术观念的大胆出新

戏院和影院，氛围大不相同。戏

曲电影若和电视实况转播的舞台演出

相差无几，观众就会感到单调平淡，拖

沓沉闷。于是，电影《白蛇传·情》既保

留舞台版的精华，又充分发挥电影的

综合艺术优势，突破了舞台的局限，甚

至比许多故事片更好看，这绝非夸张

之词。

一是如何巧用“新式武器”。拍

摄戏曲片，若在摄影棚搭置简单的

舞台景，难以体现电影的造型表现

力，混同于舞台纪录片。古装戏曲

片若在真实的外景拍戏，演员优美

写意的圆场、身段、舞蹈，与实景就

很不协调。假如为“电影化”而将其

删掉，又会失去传统戏曲艺术的韵

味，混同于写实的故事片。

于是，电影《白蛇传·情》走第三

条路，其场景设计，摒弃静态单调的

舞台背景，巧妙运用先进的LED和动

态特效技术，与舞台景、棚景、实景相

结合，设计了大量动态的仿真场景。

银幕上：绿湖粉花轻落，灵鸟彩蝶飞

舞，小鱼在红莲碧波中游弋，昆仑冰

山神鹿奔跃、仙鹤翱翔，断桥残雪白

絮飘飘……

为追求极致的东方美感与震撼的

视觉效果，该片由澳大利亚、新西兰、

中国的特效团队，将戏剧舞台抽象化

的“盗仙草”和“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

转化为奇幻化的大银幕奇观，尤其是

白素贞、小青的“水漫金山”，舞台版是

以一群蓝衣少女的舞蹈虚拟浪水，电

影版则是真实感很强的滔天巨浪呼啸

排空，汹涌奔腾！如此惊心动魄的大

场面，舞台演出无法做到，观众无不啧

啧惊叹!

请注意，除了“水漫金山”，该片其

余的特效镜头则有意控制仿真度，不

像故事片那样逼真，八分实两分虚。

戏曲演员的圆场、身段、舞蹈等，在非

完全写实的背景前面表演，就很协调，

可以在电影中保留。这就既有现代艺

术的新鲜感，又不失中国传统戏曲的

虚拟、写意、夸张等舞台艺术魅力，更

富有诗情画意和神奇浪漫色彩，让人

感到新奇、有趣、优雅。

二是如何巧用“常规武器”。戏曲

片的电影化，并非全靠高科技。电影

《白蛇传·情》很善于借助音画设计、镜

头分切、蒙太奇节奏等电影手段出

新。这都是戏曲片的“常规武器”，经

匠心独运，也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该片节奏加快，将2小时13分的舞台

版内容浓缩为1小时43分。情节编排

借助电影时空转换可灵活多变的优

势，打破传统戏曲最常用的“顺时针”

剧作结构，前后可颠倒。如，该剧开头

的唱段《圆我的愿》，舞台版是白素贞

在抽象写意的“断桥”布景前演唱，电

影版则改为白素贞在写实的雷峰塔内

演唱，她被囚禁，按时间顺序应在影片

尾声，如今却提前到影片序幕，并增加

白素贞的回忆画面——她与许仙初

识、成婚的美好时光，然后引出正戏。

于是，全剧的叙事方式就变成大倒叙，

阴暗囚室与闪回的亮丽情景形成强烈

反差，引起观众对人物经历的好奇和

关注，序幕就产生了强烈的悬念，改得

妙！

电影版增加了白素贞与许仙早有

前缘的描写，但不在影片开头交代，而

留待将近结尾才出现：当白素贞对许

仙的背叛感到万分痛心之时，闪现幼

年小许仙在湖边救护小白蛇的回忆画

面，这段美好动人的情景，与白素贞眼

下遭遇许仙负心的残酷现实形成强烈

反差，这一笔就不是简单的过场交代，

而是写人，强化了人物的悲愤之情。

该片的画面造型，绝不浓艳庞杂，

构图、色彩、线条融入了宋代绘画风格

简约、留白、含蓄之气韵，注入东方美

学意境，配以优美音乐，与传统戏曲的

精髓十分吻合。展现的湖光山色，犹如

一幅幅淡雅山水国画：前景像彩墨画

（色彩稍亮丽的花草、服饰），后景像具

有朦胧美的水墨画（黑、灰、白），浓淡相

宜。尤其是男女主人公邂逅于西子湖

畔的“雨中情”，曲线优美的拱桥，亭亭

玉立的佳人，蒙蒙烟雨中的彩伞，呈现

清丽优雅的江南秀色，令人心醉啊！

该片画面还有多类线条设计，也

很精妙。如宅景，横竖直线（门窗）和

圆线、弧线（大窗户、月亮门、外墙弯曲

脊背），构成极优美的几何图形。观众

看舞台只能看一个平视立面，电影可用

多角度的多维空间展示线条美。电影

《白蛇传·情》将舞台版的白素贞与神兵

对打，改为白素贞与众多罗汉对打，用

大俯拍镜头，团团围住白素贞的十根长

棍组合成一簇圆形“放射线”，挥剑搏击

的白衣女侠是“圆心”……看舞台演出，

怎能见到这种角度的新奇构图？

《白蛇传·情》的综合艺术表现力，

不限于戏剧性和电影化，还在于很讲

究文学性。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如何融合？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

这方面的探索获得成功，是名副其实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近年来对新主流电影的共识已经

打破了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曾经的

壁垒，它包含主旋律电影必须具有商

业性、商业电影也应该表达社会核心

价值观的美好愿景，也基于国产电影

可喜的产业现实——主旋律电影的商

业生产和市场运作机制日渐成熟；主

旋律电影主流价值观诉求越发自觉融

入创作类型化，并得到了普世化表达。

正在上映的《扫黑·决战》是国内首

部以“扫黑除恶”行动为题材的电影，有

别于革命历史叙事的战火硝烟、置身海

外的“特战英雄”和喜剧集锦式的时代

赞歌，《扫黑·决战》采用警匪/侦探片的

类型化叙事，聚焦于当下的社会现实，

同步于正在发生着的、与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为主旋律电

影开拓了全新的表现“场景”。

丧失“快感”的类型叙事

类型电影提供了一条联结电影工

业和电影观众的可靠纽带，它产生于制

片厂和观众的互动。《扫黑·决战》杂糅

了侦探片和警匪片的类型特征，专案组

长宋一锐（姜武饰）带队进入“魏河县”

查案的过程，既要在看似天衣无缝的证

据中抽丝剥茧，查出背后的真凶，又要

与或明或暗的黑恶势力作艰苦、顽强的

斗争，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

或许是受制于身份的设定，专案

组长不是抽着烟斗的侦探，他没有让

我们享受到严密逻辑和推理的智力游

戏；也不是铁血神勇的执法警察，无从

呈现枪战和打斗的暴力美学。类型形

式的含混还并不是让观看“快感”缺失

的根本原因，作为一部剧情片，电影叙

事的初始情境是主人公——或者他所

代表的“元社会”——面临的问题和困

境。影片始终没有明确主人公所承载

的压力，可以说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

（查案），也看到了他在怎么做（挖出保

护伞），但不清楚这样做的原因和失败

的后果。

人物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影响案

件侦破的的线索和证据，往往在山穷水

尽时自动出现，这带来预期不断落空的

观感，影片情节推进/延宕，成为了近乎

刻意而为的峰回路转和异峰迭起。

难以入眠的“白日梦境”

类型电影带来的另一层“快感”，

是在影院所营造的“白日梦境”中，观

众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和社会问题获得

了“想象性”的解决，从而带给观众心

理的满足和抚慰。

有学者指出，好莱坞类型电影作

为现代社会的世俗神话，是通过在叙

事深层结构中所承载的二项对立及在

叙事中完成的二项对立的想象性和

解，来呈现和转移现代（西方）社会深

刻的社会意识危机。警匪片作为一种

经久不衰的类型叙事，既强调了法律

秩序和社会规则的胜利，又处理了法

律/秩序对个人的限制和侵犯。这类

影片往往有一个承受秩序/反秩序、体

制/反体制双重压力的主人公（比如

《战狼》系列中的冷锋）。他在让“元社

会”遭遇的危机得以化解，拯救世界的

同时，也让在现代社会中遭遇挫败、体

认匮乏的个人得以治愈，重新获得了

生命的圆满。这类影片往往带来双重

的满足，社会的安全和个人的价值。

如果说新主流电影在寻求与观众

之间“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将主流

意识形态与个体的价值和意识有效对

接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扫黑·决战》很

遗憾没有提供这样的“接口”。或许还

是受制于身份的设定，影片中宋一锐

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角色，观众

无从知晓他的“匮乏”所在，在情节推

进中他表现出美德和才华，比如智慧

（闻出账本新油墨）、勇敢（面对不明真

相闹事群众）、隐忍（出魏河受辱），对

于上级下达的任务，他是一个完美的

“执行者”，对于剧中遭受黑恶势力压

迫的魏河群众，他是完美的“英雄”。

“十七年”的电影银幕上不乏这样

的英雄形象（《钢铁儿女》中的张志坚

为代表），当下的“新主流”英雄以如此

古旧的面孔出现，这让钟惦棐先生的

评价依旧值得聆听：“没有一个能长久

的活在我们心中，特别是不能给予人

们在精神状态上以深刻的影响。”

隐含的意识形态表达

《扫黑·决战》将扫除黑恶势力前

后的魏河县，用下雨/晴天进行了形象

化的视觉呈现。宋一锐与曹志远在片

尾真相大白后的对话，凝聚地表达了

影片的主题内涵——黑恶必除。

如果把意识形态描述为一个社

群/团体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鲍德里

亚所说，电影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进行复制和再生产的最佳装置。它并

不直接言说或强制，而是在叙事中成

功的隐藏起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

为“意识形态的腹语术”。而露骨的说

教和宣传，因为自我暴露，而成为失效

的意识形态机制。

从《扫黑·决战》的叙事出发，追问

是什么导致了“黑与恶”，会产生一个

“有意味”的答案——被私欲“污染”的

家庭。曹志远的腐败堕落直接指向了

他的父亲，已经退休的前市委书记，他

的宠溺让私生子孙志彪无法无天，表

而不述的婚外情（与孙志彪母亲的关

系）更是成为了曹志远道德败坏的榜

样；村支书父子也是同出一辙，贪赃枉

法和飞扬跋扈背后是家族的势力；被

曹志远当成棋子被逼自杀的建设局长

更如是，没有一个教育好的儿子，导致

人生终场何等凄凉。他们失败的结局

与宋一锐的胜利两相对照，可以得到

这样的表述，要扫除“黑恶”，首先需要

跟随正确的“父亲”。

类型电影作为世俗社会的“神

话”，在《扫黑·决战》的文本中实现了

“讲述神话的年代”和“神话讲述的年

代”的重合，它成为了对当下的能指。

新主流电影如何讲述现实，《扫黑·决

战》做出了有益但并不完美的探索。

节节攀高的票房直观说明了当下的观

众对这一题材的欢迎和认可，也对中

国电影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银幕

上，需要更多有血有肉、活在观众心中

的“新英雄”。

《扫黑·决战》：“新主流”英雄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