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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分线发行，相对于分区域、分

院线发行，业内更普遍的“分法”是，把

流媒体平台组成的“线上”和实体影院

组成的“线下”分开比较。

在线下，今年五一档期前，受疫情

影响，全国影院营业率徘徊在 67% 左

右，北京上海两大票仓城市影院暂停。

影片陆续选择撤档，在两部新片的支撑

下，五一档期共产出票房 2.97 亿元。在

五一假期后的 10 天中，全国电影市场仅

有一部新片上映，市场以中小成本影片

为主，单日大盘产出维持在千万元左

右，远低于正常水平。

相比之下，于 4 月 29 日上线流媒体

平台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在五一期间

热播，假期前两天点击量就突破 1.2 亿，

截至 5 月 11 日，《长津湖之水门桥》在腾

讯视频单平台播放量已达 2.4 亿次。不

仅如此，5 月 10 日，在 2017 年就已备案

立项（备案名《刺局》），由李仁港导演、

冯绍峰、胡军等主演的影片《青面修罗》

宣布于 5 月 13 日直接上线网络。5 月 11
日，科林·费斯主演的进口战争片《绞肉

行动》也在爱奇艺上线，这是继《致命感

应》（中国内地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同步

上线流媒体）后又一部放弃院线直接在

内地流媒体上线的进口影片。这种对

比，也催生了业内对线上放映模式的讨

论和关注。

多位电影行业从业者表示，线上能

够在疫情期间解决观众无法进入影院

观影的问题，但从长期看来，影院依然

是观众观影和片方成本回收的“第一窗

口”。

蒋德富是博纳影业集团的行政总

裁，也是《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制片人之

一。他在谈到《长津湖之水门桥》线上

受追捧时表示，《长津湖之水门桥》在线

下放映时的营销宣传、口碑发酵和持续

的票房影响力是其线上亮眼表现的基

础，“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只要在影院有

影响，在网上一定会延续它的影响力，

有这么多观众在网上等着观看《长津湖

之水门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超过

8200 万人次走进影院观影带来的影响

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在对互联网公司的调研中也

发现，在电影院里票房越好的作品，线

上点击率就越高，如果没进过电影院或

在电影院没有产生过影响力的作品，线

上点击非常差。他认为：“影院的优先

性体现在它能够带来影响力、共情性、

同步感，能带动之后所有窗口平台的发

展。”

疫情初期，美国几部影片上线流媒

体获得了不错的数据和收益，尹鸿认为

这是因为之前片方为影院放映做了大

规模的宣传推广，在受疫情影响上不了

影院后，前期的宣传已经深入观众心

中，“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影院宣发带

来的线上热浪。”

万达院线有着国内数量最多、规模

最大的直营影院，在院线票房产出上也

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曾茂军是影院观

影的拥护者，他认为，实体影院本身的

声光电效果是线上所不能取代的，对需

要氛围感的故事性影片，特别是特效影

片来说，影院的观影体验在线上很难得

到满足。

他同时表示，目前流媒体很难支撑

高成本影片的票房回收。“流媒体平台

一个账号可以多人甚至多个家庭使用，

可以绑定多个终端，在回收效率上不及

实体影院，并且流媒体平台很难解决盗

版问题，目前影片一旦在线上播放以

后，盗版就在全球盛行。所以，大成本

影片单纯靠线上很难有不错的电影票

房回收。”

因此，曾茂军呼吁应该保留院线电

影尤其是大制作院线电影的影院放映

“窗口期”，“保留电影的院线放映‘窗口

期’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人的共识，

甚至好莱坞有个别的创作者和机构还

在呼吁要延长，虽然说不同的片方有不

同的观点，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线上

和线下电影的窗口期至少 30 天以上，甚

至于两个月以上。”

疫情暴发后的这两年，在电影的放

映形式上出现了诸多调整。在窗口期

方面，之前欧洲影院到其他渠道的窗口

周期在一年到三年之间，但疫情后开始

缩短至 30 天、15 天，还出现了影院和线

上同步上映的影片。

而在好莱坞，2020 年，院线电影更

是开始了一波流媒体播映热潮，各大公

司也开始加速布局流媒体服务，华特迪

士尼开发了 Disney+，亚马逊拥有 Prime
Video，华纳兄弟则掌握 HBO Max 等。环

球出品的《魔发精灵 2：世界巡演》、派拉

蒙出品的《爱情鸟》、迪士尼出品的《阿

特米斯的奇幻冒险》等多部影片从院线

电影改为网络播映，《花木兰》更是在全

球多个市场院网同步发行。

对此，尹鸿表示，电影在流媒体平

台上和院线同步发行在严格意义上来

讲只是作为影院放映的补充，“基本上

做同步发行单片的点击价格比一张电

影票的价格都要高，可以看出片方其实

是不愿意用线上同步发行影响到观众

的影院观影选择”。

他还认为线上同步发行主要是提供

给“特殊观众群体”，比如受到疫情影

响、受到管控，或者是家里有孩子不方

便影院观影，但又急于想在第一时间看

到影片的观众。

“线上同步发行的目标受众是愿意

多掏出 5 美金去看这个电影的那部分

人，而不是绝大部分观众，所以疫情以

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线上线下的发行方

式在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用线上

去替代线下，而恰恰相反，是用线上去

补充线下暂时做不到的事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线上线下共

同构成的电影市场展现出了极大潜力，

美国电影协会发布《2021 年影院和家庭

娱乐市场报告》显示，若加上付费电视

订阅的收入，2021 年全球娱乐市场总收

入达 3282 亿美元，与 2019 年高点同期数

据基本持平。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就表

示，希望线上线下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以共同来做大蛋糕的方

式，给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增

量：“我相信影院观影是基础，线下发行

是根本，但在疫情影响下，线上发行能

为电影产业带来有效补充，也会给电影

产业的格局带来很大影响，希望各方携

手，从制作甚至从创意开始，有针对性

地去做自己的目标产品，锁定自己的目

标观众，让每个项目发挥出更大效益，

让线上线下形成良性互动。”

尹鸿建议中国电影企业在国际布局

和运作思路上进行提前准备和布局，利

用线上渠道，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

他表示，经过疫情后的复苏和调整，虽

然全球票房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准，但

观 众 的 观 影 意 愿 和 观 影 需 求 已 经 回

升。他还认为，疫情对电影的发行方

式、宣发方式、制片方式都会有影响，甚

至会使国际发行出现较大调整，中国电

影企业可以借助线上渠道“走出去”。

“近年来的实践看出，中国电影通

过线下渠道进行国际发行会遇到文化

贴现、语言、市场空间显示、宣传力度和

准度不足等多种屏障，但通过线上方

式，可以规避掉很多麻烦，最近不管是

国内的动画片还是故事片，都有通过线

上进行国际发行的案例，直接从线上产

生订户，在收益上远远超过了原来通过

实体影院进行国际发行的方式。”

6 月 1 日，已经在中国院线市场收获

13.77 亿元票房的影片《奇迹·笨小孩》将

通过视频网站 Netflix 上线，这也是中国

电影通过线上“走出去”的案例之一。

尹鸿认为这是为中国电影在全球培

养观众和粉丝：“其实我们当年看好莱

坞电影也是这样，先是在 VCD、DVD、互

联网上培养了对《星球大战》、漫威电影

的观影习惯和依赖，最后我们会到电影

院去看这些作品，同样我们现在也可以

走这条道路，如果中国电影直接进入国

外主流院线比较困难，通过主流的线上

平台，依然可以培养不同国家的观众对

中国电影的认知，甚至一定程度的依

赖，将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电影进行推广

和宣传。”

与此同时，电影企业尤其是中小制

片公司，也需要合理利用线上空间，拓

展市场维度，在疫情和资金等一系列外

部压力的影响下，进一步寻求产业增

量，让企业“缓口气、活下来”。

蒋德富认为，目标线上的视频内容

成本相对更低，风险也相对较小，他建

议制片公司在布局上进行调整，用多类

型的供给，在支撑公司运营同时保障市

场供给。但他同时也表示，流媒体观众

和影院观众的需求和观影口味不同，线

上线下的内容在叙事方法、故事结构、

拍摄制作上也都不一样，“目标线上并

不是把电影直接拿到线上去放映。”

“在影视公司创作的产品上要多点

支撑，作为专业的电影制作公司，以往

我们可能拍电影就行了，但是在疫情影

响下，如何用多类型产品支撑企业运转，

并保障每一个渠道的内容供给显得更加

重要，我们既要有走进影院的大制作电

影，也要有专门在网上、在线上提供给观

众 30 分钟、15 分钟的单集剧，这需要我

们在制作初期就做好单元式讲故事方法

的调整，而不是把电影直接拿到线上去

放映。”

他认为对于线上线下的讨论应该从

制作开始，“比如说年轻人有时候在电

脑、手机上看，找个剧或电影，我们把一

个在电影院里看能够让大家感觉非常

好、很有电影感的电影提供给他，他很

难坚持在手机上看一个半小时，他可能

最大的耐心是看完 30 分钟。”蒋德富的

观点是：线上观看不需要纯粹的电影制

作方法，“制作给影院的节目就得在影

院看，在手机上、在电脑上看的节目，需

要采用另外的制作方法。”

“比如说我们拍电影，3000 万元的

投入都属于小成本，但是你用 3000 万拍

一个单本剧，在线上看，可能是一部体

量不错的作品，线上不需要电影制作那

么多的灯光效果以及讲究的创作方法，

观众就在 iPad 上、在电脑上看，创作者

或企业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金讲好故

事，提高点击率，增加线上收入。”

◎疫情时代的流媒体平台
是威胁还是补充

◎电影企业借力线上
要“走出去”更要“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