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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影传播模式是推广与宣传电影

的重要手段，其通过一系列传播方式

将影片信息传输至观众群体之中，是

提升电影热度的关键渠道。随着全媒

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电影传播模式

已不适应于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反而

禁锢电影的广泛传播，不利于电影传

播模式的畅通运行。为更好地对电影

进行宣传与传播，使影片得以展现出

文化与经济价值，电影传播模式紧跟

时代潮流，在全媒体语境的引领下实

现传播渠道、形式、理念、结构等方面

的变革，促使电影传播模式始终焕发

出生机与活力。

一、全媒体语境下

电影传播模式新变的价值意义

电影传播模式是宣传电影作品的

关键渠道，其为电影产业的文化传播与

盈利创收提供具体路径。全媒体理念

与电影传播模式相结合，可突破传统电

影传播模式的短板，延伸电影作品的宣

传与传播范围，并在精准化的营销模式

之下提升电影作品宣发的成功率，有效

推进电影传播模式实现更新与变革，继

而为电影产业展现其文化价值与经济

价值提供全新路径。

电影产业将全媒体理念融入到传

播模式的更新与变革中，可有效突破原

有传播模式的短板，为电影的宣传与传

播提供广阔的全媒体空间，继而提升电

影的传播深度与广度，为电影产业的蓬

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电影传

播模式是指电影作品从发行到上映的

整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传播流程，其

为观众了解电影提供具体的通道，是提

升电影曝光度与增加票房的重中之

重。但由于传播渠道的限制，电影传播

模式往往以观众的口碑相传与主演团

的线下宣传为主，近距离传播与接收人

群有限的弊端使得电影作品难以被大

部分人所知晓，导致电影作品的传播效

果大打折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也

难以被观众接收。而电影产业与全媒

体理念相融合，可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开

放与共享的传播优势延伸电影作品的

传播范围，推动电影作品突破时间与空

间的限制，将电影作品的传播模式延伸

至自由共享的全媒体空间中，使其得以

在全媒体平台中实现裂变式传递，继而

提升电影作品的传播力度，为电影产业

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电影传播模式与全媒体理念相结

合，通过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营销模式

实现电影作品的精准营销，吸引更多的

观众参与到电影作品的观看与讨论中，

继而为电影作品增添源源不断的观众，

提升电影产业的经济效益。电影产业

的经济收益主要来源于版权售卖与影

片票房，其中观众在电影的盈利过程中

占据着绝大的比重。以往，电影产业在

对影片进行营销推广时，往往采取大众

化的传播模式，忽视观众群体的个性化

需求，最终使得电影宣传群体与最终观

看群体不符，不仅增加电影作品的宣传

成本，还削弱电影作品的传播效果，使

电影的传播陷入到困境之中。而在全媒

体理念的加持之下，电影传播模式开始

步入精准化营销阶段，其利用社交媒体

平台中的用户数据对影片的潜在观众进

行精准“画像”，继而根据观众的观影喜

好为其推荐相适配的影片作品，并针对

性地提供线下点映等电影服务，通过线

上与线下一体化的营销模式加大电影作

品的分众化营销力度，继而增强电影作

品营销的成功率，从而在目标观众群体

的带动下无形提升电影作品的热度，为

电影作品的后续盈利注入观众活力，推

动实现其商业价值。

二、全媒体语境下

电影传播模式的新变

全媒体语境与电影传播模式的融

合拓宽电影传播的渠道，使电影传播在

新兴媒介技术的支持下实现形式变革，

并转变电影传播模式的固有思维，将碎

片化传播与观众思维引入到传播模式

中，推动电影传播模式的更新与变革。

联合社交媒体平台，拓宽电影传播

渠道。在全媒体语境的引导下，电影传

播逐渐与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

平台相联合，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拓宽

电影传播的渠道，推动电影传播模式迈

入全新步伐，实现电影传播模式的渠道

转变。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交媒

体平台以其开放与共享的传播优势吸引

了大量用户群体的青睐，促使信息实现

裂变式传递，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渠

道。为使电影传播模式更好地对影片进

行广泛宣传，影片积极发挥社交媒体平

台的信息传播优势，在进行宣发之前首

先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官方账

户，使电影信息在不同媒体平台之间实

现畅通传递，有效拓宽电影信息与内容

的传播渠道，提升电影传播的曝光程度，

为电影传播模式的新变提供动力源泉。

融入新兴媒介技术，更新影片传播

形式。传统的电影传播模式通常以海

报、图文讲述为主，虽可对影片内容进

行简要概述，但是平面化的宣传形式难

以吸引观众的目光，继而削弱观众的观

影兴趣，不利于电影作品的后续宣传。

电影传播模式在全媒体理念的影响下，

逐渐将H5交互、VR虚拟现实技术、具

身技术等新兴媒介技术融入到影片的

宣传中，通过立体化的宣传形式为观众

营造沉浸式的宣发氛围，继而更新电影

传播形式，实现电影传播由平面化向立

体化的转变。同时，在新兴媒介技术的

支持下，影片可对关键宣发信息进行虚

拟再现，使观众在具体情境中亲身感知

影片的独特魅力，从而对影片产生更加

浓厚的观影兴趣，提升电影传播与宣传

的效果，为电影传播模式的新变提供技

术支持。

引入碎片宣传理念，突显电影精彩

内容。全媒体语境的快速发展使信息

传播进入碎片化时代，相较于篇幅较长

的信息内容，用户更加倾向于接收简短

与便捷的碎片信息，促使信息传播发生

新的变革。电影传播模式可将碎片化

理念引入到宣传过程中，节选出影片中

具有亮点与矛盾冲突的精彩片段，并将

此类片段发布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之

中，以此捕捉观众的注意力，继而吸引

观众参与到影片的观看中。

推出爆点影片话题，优化电影传播

结构。电影传播模式的目标在于将影

片相关信息传递至观众群体中，吸引更

多观众对影片进行观看，继而提升电影

的票房。在此过程中，观众群体对于影

片的关注程度便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

电影传播模式仅注重影片信息的传播，

忽视观众群体对于影片的参与程度，反

而使电影传播背离其初衷，导致电影传

播结构的缺失。为完善电影传播结构，

提升观众群体的参与体验，电影可根据

影片内容推出爆点话题，将观众群体纳

入到传播的过程中，促使影片在观众群

体中引发热议，继而在观众讨论的过程

中增加电影的热度，使更多观众参与到

影片的观看中，为电影传播模式的变革

提供观众基础，优化电影传播的整体结

构。

三、结语

在全媒体语境的支持下，电影传播

模式在传播渠道、传播形式、传播理念、

传播结构等方面均发生转变，不仅促使

电影传播模式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还

为电影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有效增强电

影宣传与传播的效果，为电影产业发挥

其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

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旅游业的发展也不断深化，

通过旅游，人们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不断延展自己的足迹，在生活区域之

外，寻求全新的感官体验。在这一全民

性的旅游浪潮中，乡村旅游赫然发展为

旅游业近年来崛起的新热点。从乡村

游览到民俗观赏，从农事体验到一体消

费——从根源上看，乡村山清水秀的生

态环境中孕育着种植、纺织等自给自足

的农业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的根；从

现实着眼，当代都市生活的矛盾日趋复

杂化，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

时，人们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增加，乡村

旅游唤起了人们归园田居的生活志趣，

指向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纵观这一

旅游热点的兴起历程，“乡村”从旅游视

野的边缘一步步走到了“中心位”，美丽

乡村为背景的一系列影视作品的热播

对乡村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发挥着巨

大的助推作用。

一、作为背景的的乡村画卷：

乡村资源的发现与呈现

尽管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一步

步深入，城乡之间的差别正在一步步消

弭，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乡村来说，这

种一体化发展更偏向于设施硬件方面

进步和跨越，绝不是对乡村的“城市化”

改造，相反，保留并凸显乡村的独特风

貌，才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核心，也是

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立足点。“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绿水青山成为乡村环

境的主体，是“天然去雕饰”的资源。不

过，山水环境天然的封闭性造就的是向

内的、闭合的乡村发展模式，乡村的青

山绿水在很长时间内，只作为鲜为人知

的桃花源，其旅游前景、经济价值并没

有被开发出来。近年来，随着乡村路径

被打通，这样的局面有所改变，一批“美

丽乡村”继而被发现，被开发。近年来，

我国影视业的发展迎来中兴，一批视角

独特、立意新奇的影视项目落地，特别

是近年来古装题材影视作品备受市场

青睐，佳作不断。随之而来的，便是各

大影视基地难以满足优质作品的创作

需求，制作团队于是放眼中国大地，深

入满足拍摄需求的乡村实地勘景，最终

拍摄，这就是这些乡村旅游资源被发现

的过程。一方面，乡村风景契合这一类

影古装视作品的题材要求，能自然构建

古装剧的环境背景；另一方面，对于小

成本影视作品来说，往往预算相对较

少，尚未开发的乡村区域能在实景拍摄

的前提下，很好地满足其节约置景成本

的需求，作品的“火爆”则会迅速地反哺

于取景地旅游资源的开发。

当风景进入镜头，随影视作品的传

播而进入大众视野，引导观众们付诸行

动，亲身探寻乡村之美，就促成了当地

的初步旅游开发。电影中，从《北京遇

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爷爷的故乡湖

北秭归，到《云水谣》中男女中谈情说爱

的福建漳州；从《卧虎藏龙》中白墙青瓦

的安徽黄山宏村，到《山楂树之恋》中淳

朴自然的的湖北远安青龙村等等，电影

的镜头中，它们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或有着清丽的山川风景，或精致隽雅，

或野性生动，在光影和故事的加持下更

加动人，引人前往。蜚声在前，规划在

后，电影将地域变为热点，当地就能抓

住热点，开发旅游资源。我们可以看

到，早期的“乡村电影”多以爱情为主

题，将乡村风景作为背景，服务于人物

情感。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

战略政策的实施，乡村的地域特色和发

展变化，成为电影新的关注点，一种更

具商业性和时代性的电影呈现，将乡村

本身变成电影的主题。

二、传统文明的乡村场域：

乡村文化的归属与体验

2017年，一部小成本纪录片《四个

春天》上映，引发关注。漂泊在北京十

数年的陆庆屹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

在老家贵州省独山县度过的四个春天，

记录了留在小县城中的一双父母诗意

的生活。与繁华都市的快节奏生活不

同，影片中的两位老人不仅在自己的一

方小院中唱歌跳舞，弄琴弄墨，更将生

活的步伐扩展到广阔的山野中，登高采

药，田野放歌，乡村生活的别样意趣跃

然屏幕，唤起观众们对“乡村慢生活”的

记忆和向往。

而这并不是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影

视宣传”，从电视传媒的维度上，火爆一

时的现象级综艺《爸爸去哪儿》从本质

上也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乡村生

活。回看综艺版节目中，五位明星父亲

与自己的子女在几个不同的偏僻村庄

及村庄周边的野外生存三天三夜，完成

对陌生环境的体验、亲子的互动、团队

任务等。摄像机捕捉这些真实的场景，

呈现给观众。嘉宾们从城市投向乡村，

在游戏化的任务设置中游览乡村的风

景，体验乡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农耕文明生活，从民族风情到淳朴乡情

一一体会，从特色活动到乡村日常一一

实践。而观众们也跟随嘉宾的体验发

现了乡村生活的独有情趣。与电影和

电视剧不同，于乡村的旅游开发而言，

像《爸爸去哪儿》这样的真人秀，其并不

仅限于对乡村风貌的呈现，而更多的是

通过“真人体验”产生角色代入，展现乡

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深层面貌。与之

共生的旅游活动引导，更侧重于乡村生

活、民俗的体验活动。近年来，如《向往

的生活》、《亲爱的客栈》等综艺，无不致

力于呈现乡村之美，发掘乡村生活的乐

趣。通过节目，人们发现了另一种与城

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理想境地，乡村，成

为人们心向往之且行之所至的世外桃

源。摄制组和明星们足迹遍布中国多

个美丽乡村，对乡村风貌的呈现和乡村

文化的发掘也更加深入和多元——如

《爸爸去哪儿》中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

原的射箭、挤牛奶、滑草、摔跤、篝火晚

会，西双版纳的禅修、丛林历险，赫然是

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大成；在甘肃

中泉乡做拉面，在福建河坑村体验全笋

宴，又是将西北、东南饮食文化之精髓

融入节目环节之中……《向往的生活》

从北京远郊密云县，到浙江省杭州市桐

庐县，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

默戎镇翁草村到西双版纳，在乡村中烧

火做饭，种植捕鱼、采摘买卖……全面

回归到乡村农耕文明的生活中去，在劳

作中获取生活的恬静。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掘乡村文化的

旅游价值的同时，这类节目本身也在创

造新的旅游价值，明星效应，加之主创

团队的匠心创意，使得节目中涉及的原

创生活空间与活动，成为游客们力求复

刻的体验范本，这也促使相关资源被纳

入到乡村旅游的范畴中，成为新兴的常

态化项目。

结语

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综艺，影

视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乡村风

景、名胜古迹的镜头展演，到乡村美食

文化的刻画，再到乡村民俗、技艺、历史

等文化的融合刻画，无一不能为其所

容。在影视作品对乡村有选择性、有针

对性地进行正面呈现时，必然会引导观

众们前去探寻，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

遗产的旅游开发就在影视探寻-受众

探寻的轨迹中得以实现。

（作者系琼台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

教授）

电影《战马》改编自著名英国同名儿

童长篇小说，由国际导演史蒂芬·斯皮尔

伯指导，获得过当年奥斯卡的多项提名。

《战马》通过一匹名叫乔伊的战马的视角，

讲述了一名英国农场少年阿尔伯特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寻马之旅，其中夹杂着

一战期间的人间百态。《战马》通过人与动

物的情感关联，以及动物对人类情感的连

结与重建，表现了对人类战争的否定，并

表达了对人类在未来能够打破陈规束缚、

共建和谐统一新世界的希望。总而言之，

《战马》既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物影片，也

在纯真的动物视角中重新审视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后的社会与历史，它在叙事的

风格、角色的价值与历史的意义等方面都

值得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战马》的叙事风格

电影《战马》保留了小说的基本叙事

风格，其叙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要归

功于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迈克尔·莫

波格精彩的原作。作为英国乃至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迈克尔·
莫波格创作了《战马》等百余部跌宕起

伏、寓教于乐的文学作品，不仅深受儿童

读者的欢迎，也颇得许多国际知名电影

人的青睐，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

剧和舞台作品。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

斯皮尔伯格创作的同名影片《战马》。在

斯皮尔伯格杰出的执导能力与演员们的

出色演出之外，优秀的剧本与契合主题

的叙事风格是《战马》广受好评的核心因

素。影片以马的角度、马的视野来讲述

整个故事，导演敏锐地捕捉了骂的细微

动作，通过观众的移情效果赋予“动物演

员”以丰富的精神活动。

影片沿用了小说中以一匹马的视角

和口吻叙事的方式，将镜头固定在战马而

非战马的主人身上，讲述了围绕着小马乔

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它在1914年的英

格兰小镇上被一位酗酒的农场主拍下，在

农场的劳动中与农场主的儿子艾伯特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战争爆发后，艾伯特的

父亲泰德在穷困潦倒中不得不瞒着儿子，

将乔伊卖给了一位英军上尉用作战马，还

结识了另一匹健壮的黑色战马托普桑。

在这位上尉不幸在埋伏中战死后，成为战

马的乔伊与托普桑在英德两国部队中颠

沛流离，其间还曾被一户善良的法国农家

收留，但最终又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在

托普桑因过度劳累死去后，乔伊被坦克惊

吓，冲上到战场上的无人区深受重伤，最

后在英德两国士兵的联手救治下回到英

国军队的兽医站——长大后参军的小主

人艾伯特正好就在这里。日思夜想的两

个小伙伴终于又相聚了。

电影无法像小说一样采取完全的第

一人称视角镜头，但斯皮尔比格坚持以

拍摄人物的方式拍摄乔伊，让摄影机镜

头跟随者乔伊“目睹”了它和不同主人相

处的过程，记录了也见证了战争的残酷

和人性的光辉。

二、《战马》的角色价值

《战马》以一匹幸运的战马为线索，串

联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雨腥风中士兵、

农民、孩童，以及诸多性格各异、泥沙般的

平凡却拥有着珍贵内心的小人物。影片

对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动物的

人格显现表达出十分的迷恋。从醉醺醺

的退伍老兵泰德，到仅仅只有一面之缘的

木讷列兵，影片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多面、

活灵活现的小人物。这些角色与战马乔

伊一起同遭受战争的磨难，却也与战马缔

结了超越种族的友谊；他们总是在生死攸

关的关口尽自己所能帮助它、引领它。《战

马》以万物有灵的崇高生命情感超越了人

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对电影的人物塑造具

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影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展

开，但赋予角色价值的并非是战争中不同

参战国的立场，或传统战争片中赞美的现

身精神。所有人物角色的价值都由一匹被

征召上战场的、无辜的小马牵动。当乔伊

误入双方僵持的战场中的无人区时，被带

有尖刺的铁丝网层层缠住，撕心裂肺地挣

扎哀鸣。英德两军的士兵不约而同地伸出

了援手，并以硬币的方式决定这匹马的归

属。不论乔伊的主人是哪国人，不论是为

英国人还是德国人服务，影片始终保持一

个和平爱好者对生活的态度——那就是

好好活下去。这样的角色价值并非基于特

定的既有价值观念产生，而是一切发乎内

心的真正情绪、感受，对于生命的尊重、对

自由的向往等等。整日酗酒的泰德也曾经

拥有为国家而战的光辉历史，但他并不为

这段在南非和当地土著居民波尔人的战斗

为荣。相反，他对自己曾经听命于人而造

成的杀戮十分悔恨，因此将女王颁发的勋

章都丢弃在马厩的角落中，并每天依靠酗

酒来淡化心中的负罪感。尽管他的社会身

份低微，穷困潦倒地生活在德文郡乡下，但

影片依然肯定了他的价值：片尾处艾米莉

的爷爷以毕生积蓄买下了乔伊，原本准备

作为对孙女的纪念，却在得知泰德留下了

旗帜后将乔伊送给了艾伯特——这也是

影片重要的暗线之一：艾伯特的父亲曾与

艾米莉的爷爷在南非并肩作战，并保护了

他。《战马》中所有角色的价值赋予都跳出

了既有的陈词滥调，没有既定价值观定义

的“好人”或“坏人”，只有无穷无尽的、在生

活中努力前行的芸芸众生。

三、《战马》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部具有真实历史背景、取材

自真实历史故事与战争亲历者记忆的影

片，《战马》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尽

管具有战争背景，但影片在历史叙述上

基本沿用了小说的情感基调，没有去刻

意矮化丑化德国人，而是以一匹马的独

立的视角去看待战争这件事。战争中没

有赢家，受到伤害或是丧命的总是那些

被政治卷入灾难漩涡的普通人。

在时间与空间上，《战马》横跨了整

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横穿英

吉利海峡、佛兰德斯和法国，展现了残酷

战争中人性对国籍和战争立场的超越，

导演通过对乔伊遭遇的跟踪式拍摄不着

痕迹地展现了这场战争的荒谬，更让观

众以动物的视角体会到人与人间和平相

处的珍贵。导演使用了风格的对比来彰

显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的主题。无论是

画面的色彩、光线、影调，还是剪辑的节

奏与拍摄的角度，《战马》都明确地将不

同情景明确地分割了出来，并赋予不同

情景以不同的节奏与情绪。电影开头的

场景着力表现美好的田园：在青翠的乡

间田园、雨水浇灌的泥土、一只颇通人性

的鹅、无忧无虑的青年与英伦复古花昵

大衣营造的氛围中，电影表现出乌托邦

般的美好与和谐。在进入了战争篇章

后，观众跟随者被“征召”入伍的乔伊视

角，在英德双方的军队中经历了种种噩

梦。单色摄影中的战场总是被浓重的色

彩覆盖，低照度、高对比的摄影将阵地刻

画为弥漫着硝烟的惨痛剪影。和大部分

战争片一样，《战马》中也有对战争的控

诉与清算：年轻的骑兵军官被子弹击中

牺牲，只想带着弟弟回到故乡的哥哥被

当作逃兵枪决，乔伊被从天真无邪的女

孩手中夺走，另一匹高大美丽的黑马死

于过量的劳作……其中对战争的批判用

意不言自明。《战马》是一个值得被讲述

的故事，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动物与人

的牺牲与苦痛，不要忘记那场战争。

（刘丹系北部湾大学国际教育与外

国语学院讲师，吴金玥系蚌埠学院外国

语学院助教）

电影《战马》的叙事风格、角色价值与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