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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

放不断走向深入，电影成为外国观众

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十四五”

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

强国，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

强国建设也不能掉队。加强电影出

海、用电影让全球观众认识并喜爱中

国故事成为中国电影人努力的目标。

动画电影在题材类型、讲述形式

和形象塑造上具备先天优势，比较容

易打破文化壁垒，是向世界讲述中国

故事的较好途径之一。伴随着政策倾

斜、行业重视、市场发展以及相关技术

的进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

之魔童降世》等主打成年观众的国漫

作品以及《罗小黑战记》、《许愿神龙》、

“熊出没”系列等目标合家欢受众的动

画电影通过创作与产业互相砥砺，在

技术进步与艺术提升上双管齐下，不

仅赢得了国内观众的交口称赞，也收

获了海外观众的诸多好评。

其中，国产二维动画电影《罗小黑

战记》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在日本以单

馆展映形式上映，迅速获得日本观众

喜爱，并扩展为艺术院线长线放映。

在增加日语配音版后，于 2020年 11月

7 日全线登陆日本商业影院。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罗小黑战记》原声

版和配音版累计观影人次已超过36万

人，票房达到 5.6 亿日元（约人民币

3500万元），不仅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

海外发行的票房纪录，同时也引起了

日本电影业、动漫业及各大主流媒体

的关注，是中国动画电影有史以来在

日本获得关注最多的一次。

2021 年 6 月 11 日，在全球疫情持

续蔓延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动

画电影《许愿神龙》通过流媒体平台

Netflix 与 191 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见

面，同样得到了世界各地观众的热切

关注。截至 6 月 16 日，《许愿神龙》在

Netflix开播首周末的收视率在美国、加

拿大、法国、巴西、泰国、挪威、墨西哥、

比利时、瑞典等 19 个国家的电影热播

榜上高居第一，同时还获得了北美电

影热播榜第一、北美动画电影热播榜

第一和全球 IP内容热播榜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上映的

《罗小黑战记》由寒木春华工作室制作

完成并出品，2021 年上映的《许愿神

龙》由倍视动画（Base Animation）动画

工作室原创开发、制作并联合出品，两

家公司都是融创文化旗下的本土动画

工作室。

国产动画电影对于投资和制作方

来讲，一直是条“难走”的路，在国产动

画电影上进行持续投入尤其需要勇气

和情怀。一方面，和迪士尼、梦工厂、

皮克斯等世界知名厂牌相比，国产动

画电影的品牌影响力相对较弱，在竞

争中不占优势，资本和市场对国产动

画电影的投入往往持保守态度；另一

方面，动画电影制作周期长、资金投入

量大，全球观众的审美水平和观影口

味又日趋多样化，畏难心理也曾令诸

多公司望而却步。

融创文化对此也有心理准备，融

创文化集团总裁、融创中国执行董事

孙喆一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动画是融创文

化的战略开拓方向，这是一个十年以

上周期的耕耘，融创文化也希望为中

国动画的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而今年 5月 17日发布会上推出的

“融创动画”厂牌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体

现融创文化在国产动画上的投入和决

心。

据介绍，目前融创动画旗下共有

寒木春华、倍视动画、冰滴映画、放暑

假、光锥、小白马、梦之城七个动画工

作室，集结了导演程腾、李夏、袁智超、

李 智 勇 、木 头 、徐 瀚 Hans、Kyle
Jefferson、李晓光等行业人才。

在孙喆一眼中，“国漫崛起进行

时”是目前文化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而“长链 IP运营”则是文化行业最有商

业价值的模式。未来，在融创动画的

整体布局下，七个动画工作室将延续

《罗小黑战记》和《许愿神龙》的势头，

通过不同的动画制作风格和工业体

系，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中国动画故事，

讲述给全球的电影观众。

而融创文化也将以长链 IP运营体

系，继续为融创动画孵化、创作的动画

IP 进行全产业链开发及运营，继续拓

展其衍生价值。“迪士尼 30%的利润来

源于内容，剩下 70%来源于版权、衍

生、授权和实景娱乐，在融创文化内部

三年后的规划，将是一半利润收入来

自内容，另外一半必须来自非内容板

块。”孙喆一如是说。

（姬政鹏）

本报讯 6 月 18 日，《了不起的老

爸》全国上映。该片由周青元导演，

王砚辉、张宥浩、龚蓓苾领衔主演，讲

述了一个患有先天致盲疾病却怀有

运动员梦的少年，和一个固执逼迫儿

子预习“盲人生活”的出租车司机父

亲的故事。剧情既有冲突的张力，又

充满温情的细节，有笑有泪，既让人

感动，又令人捧腹。在上映前为期三

天的点映中，该片以猫眼点映评分

9.3，淘票票点映评分 9.1，新浪微博大

V 推荐度 91%的成绩，获得了极高的

点映口碑。

近年来，讲述家庭温情的影片，正

能量的普通中国家庭故事越来越受到

观众的喜爱，人们可以从搬上银屏的

温情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向

内发现内心的柔软。从今年春节档票

房冠军《你好，李焕英》，再到《我的姐

姐》，每一部影片的背后，都有一个触

点直击观众的泪点，也让大家更容易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从主题立意来说，《了不起的老

爸》将儿子与父亲置于跑步运动这一

特殊的运动符号下，用“陪跑”将“陪

伴”进一步具体化，在故事进一步展开

的同时，也让父子之间的感情线得到

充分的展现。同时，影片聚焦平凡的

生活场景，在贴近中国家庭日常生活

的点滴设置中，也让观众会心一笑地

想起自己的父亲。

片中，父亲肖大明（王砚辉 饰））考

虑到儿子肖尔东（张宥浩 饰）的先天疾

病，早早地为他规划好了人生，只为了

让儿子健康、幸福的生活；希望他有一

技之长作为谋生手段，有足够的能力

照顾自己，从而安享人生。而这正是

绝大多数中国父亲对子女愿望的银屏

再现；但儿子却并不理解父亲，不想按

照父亲的“人生规划表”来生活，对他

来说跑马拉松，坚持梦想才是人生的

意义。

而这一矛盾的设置，也正是影片

的点睛之笔，跑，儿子的身体承受不

了；不跑，儿子唯一的梦想就此黯

淡。那么，当儿子问你——“如果我

需要有一个人陪我一起跑，你愿不愿

意啊”这时候老爸该怎么选择，才是

真的了不起！

正如周青元在此前路演活动中所

说的那样，家长跟孩子在人生的路上，

步伐一致非常重要，家长要学会在陪

着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学会怎么做得更

好，得到双向奔赴的爱。《了不起的老

爸》作为一部聚焦中国当下家庭亲情

的电影，不仅融入了导演对中国家庭

关系的深刻洞察，也引发了观众内心

的柔软，引发他们对父子（女）情的思

考和回忆，是一部自然不做作的现实

主义影片。

据悉，电影《了不起的老爸》由江

苏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无锡仓圣

影业有限公司、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出品，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江苏昊帝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联合出品。

（姬政鹏）

◎ 新片

《我没谈完的那场恋爱》

将音乐视作生命的乐队主唱林

珊妮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后一蹶

不振，对人生和梦想也失去了热情，

在最低谷的时刻，珊妮与“灵魂知己”

董东相遇。如命中注定一样，两人生

命因相伴相知焕发光彩，如同荒芜的

花园重新繁花盛开，两人各自的命运

轨迹也因此改变。

上映日期：6月25日

类型：爱情

导演：赵宇

编剧：赵宇/陈梦怡/李绚彦

主演：于文文/宋宁峰/刘琦/李博

出品方：陕西旅游集团影视/中
视华博/环鹰时代

发行方：环鹰时代

《完美受害人》

看似毫无联系的两起自杀案

件，却将所有的疑点指向了一位著

名画家。而正当警方锁定杀人凶

手时，却发现嫌疑人画家已经跳楼

自杀。危机并没有结束。案件陷

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唯一的线索

只剩下嫌疑人画家的前妻。死去

的画家，隐藏幕后的凶手，陷入困

局的警察，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

碍的女人，一桩陈年旧事。一个巨

大的秘密和一场骇人的罪恶逐渐

露出水面。

上映日期：6月25日

类型：悬疑

导演：杨泷杰

编剧：付梦然/杨泷杰

主演：李乃文/冯文娟/张峻宁/谭凯

出品方：华诚传媒/中映华夏文化

发行方：中映华夏文化

《寻人启示录》

姚瑶带着重病父亲的嘱托和高

额的奖金来到一个以道德闻名的小

镇，寻找父亲当年的救命恩人，让她

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恩人”似乎远

远不止一人。

上映日期：6月25日

类型：剧情

导演：秦凯

主演：李肖宁/苏娜

出品方：大鱼影业/新美影业/椰
奶喵/金旅红/南方星/星空文化/野游

文华/大鱼广告

发行方：谷泰映画

《遇见喵星人》

讲述了对数字不敏感的大学生

李玄武，在考试失利后参加高数补习

班从而引发的一连串故事。

上映日期：6月26日

类型：喜剧

导演：王佳伟

编剧：王佳伟

主演：艾伦/王智/程旭/黄才伦

出品方：骊行至尚/海垚文化/强
视影视/海威尔/悦旅汇文/盛朋文化/
中视国娱/陶盈文化/冉策文化

发行方：鑫岳影视/飞木影业/颐
禾映画/影时光

《三只小猪3正义大联萌》

三只小猪驾着自己的飞船，踏

上了前往“甜甜圈星球”的旅途。不

料飞船遇到白洞的喷射，坠落在冰

冻星球，偶遇人造外星人豆豆，并和

豆豆成为了好朋友。但他们在护送

豆豆回家的途中遇到了邪恶博士，

并被告知豆豆是“四十大盗”。三只

小猪面临的，是一场需要拯救宇宙

的大冒险。

上映日期：6月26日

类型：动画

导演：刘炜

配音：李晔/王晓彤/洪海天/罗玉婷

出品方：米家文化/橙欢映画/横
店影业/众合千澄

发行方：橙欢映画

“影院的经营者是否只能被动地依

靠内容所带来的机会？”6 月 17 日，

RealD公司副总裁及亚太区总经理陈永

文在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论坛暨展览

会上针对疫情后影院市场的发问直击

痛点，引发关注。

以往的电影市场，好档期，好莱坞

的大片，3D/4D等等都可以带来提价机

会。最近的例子是疫情后的首个春节

档，创纪录的 78 亿所带来的票房增量

有9.5%来自于票价提升。然而，一旦这

些传统“提价”要素缺席，市场往往陷入

下滑通道，以今年 4 月电影市场为例，

在缺乏进口大片的情况下，平均票价相

较2019年下降13%。

“要跳出传统想法”，陈永文在接受

本报专访时表示，传统想法是，票价的

增长要从放映档期以及内容本身出发，

一旦失去这些客观条件，难逃票价下

滑。在他看看来，开发优质影厅，增加

巨幕等特殊影厅，提升放映质量，从而

提高观众视听享受，或许会成为稳定票

价的支撑点。

特殊厅或引领未来影院发展

据拓普《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特殊

厅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特殊厅会成为

未来影院开拓的一大趋势，同时也会是

未来引领影院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份来自特殊影厅的近五年数据

显示，包括 IMAX、中国巨幕、LUXE、

XLAND 等在内的特殊厅，新建银幕的

增长率优于普通厅。从近 5 年的巨幕

厅票房增长率走势亦可明显发现，疫情

后重启的影院市场，走出了一拨斜度颇

大的强劲反弹。以 2021年在中国重映

的《阿凡达》为例，该片约52%的票房来

自特殊厅。

“优质巨幕的确可以带来票房的增

长”，陈永文介绍，RealD旗下拥有巨幕

品牌 LUXE 和 RealD Cinema 精品影厅

（以下简称RC精品厅）两块特殊影厅业

务。自2015年LUXE开出首个巨幕厅，

至今已在中国市场开启了约 150 个巨

幕影厅。新开发的RC精品厅的影厅数

量也升至了约50个。

据 RealD 每月为这些影厅进行的

统计和评估数据显示，平均一个LUXE
影厅年产票房约 300 万，LUXE 影厅的

观影人次平均高于普通厅 50%-60%，

平均票价高于普通影厅15%，票房平均

高于普通影厅约80%。

昆明一家在2019年7月开业RC精

品厅的影院向媒体提供的数据显示，当

年，影院平均票价上涨约 3 元，票房提

升 11.82%，此前，该影院的年票房增长

率仅为4%、8%左右。

陈永文认为，无论 LUXE 影厅，还

是RC精品厅，都存在较大票房潜力，在

他看来，以其为观众带来的视听体验而

言，目前许多特殊厅的定价仍偏于

保守。

3D电影放出了2D亮度，

全场都是“黄金座”

陈永文对自己公司的两个特殊影厅

品牌颇为自信，“我们采用的银幕——终

极银幕，它的亮度是普通银幕的 1.85
倍”，据他介绍，在LUXE和RC精品厅，

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亮。

资料显示，一般而言，普通影厅 2D

影片的放映亮度为 14FL，3D 影片亮度

有时可达到6FL。而在LUXE巨幕厅和

RC精品厅，3D影片的放映的亮度标准

为 12FL，2D 亮度标准为 20FL，几乎比

普通厅亮了一倍。

事实上，无论 LUXE 巨幕厅，还是

RC 精品厅，均是由 RealD 3D 系统、

RealD终极银幕和RealD质量监控系统

组成的“2+1”的技术组合打造而成，它

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RC 精品厅对银

幕大小没有要求，而LUXE巨幕厅严格

要求银幕须在 16 米以上。简言之，RC
精品厅相当于一个“缩小版LUXE厅”。

陈永文告诉记者，RealD 特殊厅使

用的三项技术均是由 RealD 历时多年

自主研发，拥有多项专利。其中，提升

亮度的关键技术 RealD 终极银幕的研

发时间长达九年，“终极银幕的研发时

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款银幕技术与

传统银幕完全不同，无论材质还是生产

方法都不同，他的亮度和均匀度远远高

于普通银幕。”

谈及终极银幕与传统银幕的区别，

陈永文打了个比方，假如在终极银幕的

影厅不幸重演前段时间的“熊孩子攻击

银幕”事件，影院不用过分担心，也不必

大动干戈更换银幕，一个补丁就能搞

定，“我们为终极银幕设计了补丁。如

果熊孩子把银幕划伤或者划破了 ，传

统银幕很难修复了，但终极银幕用原有

材料，根据银幕的孔的排列研发了一款

补丁，直接贴上去就好，这种补丁可以

修复的面积很大。”

陈永文告诉记者，不仅能修复银幕

裂缝，终极银幕还拥有优于传统银幕的

可清洗优势，“空调里的灰尘，或者油烟

附着物都能由专业团队清洗一新，让银

幕还原初始亮度。”

除了亮度高，终极银幕地在均匀度

等相关技术指标上也表现得颇为杰出，

其立体对比度高达 800：1，是传统银幕

的 8 倍以上。配合 LUXE 巨幕厅和 RC
精品厅中的RealD的双倍光效3D技术，

在这样的影厅观影，观众坐在任何一个

位置看电影，都不会出现暗角、鬼影，真

正实现了“全场都是黄金座”的视听

享受。

警告！

对侵权违法行为，保留追责权利

随着终极银幕的影响力日渐增强，

市面上出现了模仿终极银幕的产品，这

些产品连产品说明都是直接照搬抄袭。

面对侵权行为，陈永文表示，RealD
将保留追责权利，同时，他希望通过媒

体向使用者和侵权者发出忠告，“使用

和供应侵权产品同样是违法行为，

RealD已经对个别使用有关侵权产品的

影院发送了律师函，也跟他们直接接触

过，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有关的

专利问题，所以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希

望在这里呼吁有关的供应商停止其不

负责任的行为，也呼吁各影院老板认清

有关的风险，避免遭到经济损失甚至法

律责任。”

一套质量监测系统破局

“又暗又差”

相比其他品牌的特殊影厅，LUXE
巨幕厅和RC精品厅具有的一项独家的

可以实时控制放映质量的技术受到的

一些影院经理的欢迎。这套名为RealD
的质量监控系统能够尽早发现一些放

映质量的问题，比如亮度下降，左右机

器亮度不均等，最近甚至发现机房温度

过热导致激光模块受损。

陈永文介绍，升级后的质量监控管

理系统操作起来更加自动化，“放映员

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机器在最后一场

结束后机器保持 15分钟的运作”，即使

在放映人手少的影厅甚至无人值守的

机房，系统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实时

向影院老板和有关员工发送放映参数，

以保证稳定的放映质量。

“我们不是把银幕、放映机、声音系

统等打包给影院，而是用放映标准监督

放映质量。我们只提供银幕、3D设备、

品牌和放映质量监测系统。”陈永文告

诉记者，在与影院经理的接触过程中，

令他惊讶的是，许多影院经理不是为了

节省成本故意拉低放映质量，很多人根

本不知道如何检测放映质量，也不知道

如何改善放映质量。他认为，只要有人

推动，就意味着整个放映行业是向前推

进的，而他们愿意做那个在影院背后发

力的人。

相比大多品牌的特殊厅，LUXE 巨

幕厅和 RC 精品厅，电影无需制作特殊

版本，在映影片均可放映，为影院打开

了更大的市场空间。谈及未来是否会

启动制版，陈永文坦言，不排除这一可

能，但目前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我们希望与影院达成一种影院投

入少、成本低、效益高的商业合作模

式。”陈永文认为，一旦影院能够为观众

提供超乎普通影厅的高质量观影体验，

观众、影院、RealD 有望实现“三方共

赢”，“从观众而言，能够得到更好的观

影体验，多付几块钱的票价，绝对是物

有所值。从影院来讲，多出来的收入，

不仅能覆盖优质厅的成本，还能带来额

外盈利。我们了解，只有能取得以上这

两个效果，LUXE 和 RealD Cinema 才

可以得到持续地成功。这就成为了我

们的经营理念。”

对于LUXE巨幕厅和RC精品厅未

来的发展，陈永文坦言，近期 RealD 会

把更多精力投入到RC精品厅的拓展，

为了减轻疫情后影院的资金压力，RC
精品厅会与影院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开

展合作。

今年 6月，RealD与UME国际影城

达成改建升级 RC 精品厅的合作。去

年 8月，RealD与红星美凯龙影业签署

三年增建15个LUXE厅，45个RC精品

厅。此前，红星美凯龙已经在全国 11
个城市的影院中建立了 17个LUXE厅

及5个RC精品厅。

谈及 RealD 特殊厅的技术发展规

划，陈永文透露，RealD 正在研发新的

3D系统以适应投射比较低的影厅；保

持良好均匀度前提下，正在研发 3.8增

益的终极银幕，同时，RealD 还在开展

一项更具HDR的放映机镜头的研发工

作。他说：“从 3D 解决方案起家的

RealD，多年来，一直没有变的愿景就

是让影像臻于完美，如今业务拓展至

特殊影厅，对影像臻于完美的愿景依

旧初心未变。”

《许愿神龙》海外放映获好评

融创文化引领国产动画电影走向全球

《了不起的老爸》全国上映
细节处见真情

专访RealD公司副总裁及亚太区总经理陈永文：

疫情之后，优质巨幕有望“解救”电影院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