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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陆亮在研讨会上对之后中国

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期待。他

说：“期待这个令人难忘的春节档

热潮能持续下去，期待观众对电影

的关注和热情能持续下去，期待春

节档后其他连续的档期能把火爆

的市场热度持续下去，期待中国电

影人团结奋发快乐的精气神能持

续下去，期待主题积极、百花齐放、

类型丰富、风格各异、佳作纷呈的

创作形势能持续下去，期待体现中

国电影精神的影片走向世界的势

头能够持续下去，期待电影理论

界、评论界对中国电影深入解析并

与创作者形成良性互动的风气能

持续下去。”

张宏表示，作为 3年疫情后一

个十分特殊的档期，2023年春节档

电影票房表现强劲、全面飘红，不仅

提振了行业信心，更说明中国电影

人才还在、观众还在、市场还在。“随

着疫情阴霾散去，2023年春节档群

雄逐鹿，交出了一份喜人的成绩单，

这个耀眼的成绩表明，中国电影在

观众心目中依然热度不减。”

他认为，2023 年春节档影片

类型更加多样化，其艺术价值、技

术创新突破、题材类型构成以及产

业发展动态升级等多重维度，都值

得业界深入探讨、分析、总结。

张丕民也表示，中国电影人就

是一脉相承，一棒接一棒跑到今天，

大家都很努力，2023年春节档的优

异表现说明中国电影人的考试答

卷合格了，接下来希望大家在题材

创作、影片供给等方面继续努力，在

宣传、发行体系的建立和整体工业

化水平的提升上，作出新的成绩。

2023年春节档电影现象研讨会在京举行

2月8日下午，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承办的2023年春节档电影现象研讨会在京举

行。国家电影局副局长陆亮；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曹俊等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绍阳主持。

2023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67.58亿元，获得春节档期历史第二好成绩。《流浪地球2》、《满江红》等多部题材类型各异的影片集

中上映，影片供给充沛、质量过硬，观众观影需求高涨，是2015年以来观众满意度最高的春节档，展现了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强势复苏势头。

讨论中，各位与会专家和从业者们结合档期总体表现和具体影片创作，分别就艺术呈现、档期生态、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大

家纷纷表示，在今年春节档的带动下，随着内容制作节奏逐步平稳恢复，优质内容储备不断释放，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将持续复苏。

今年春节档的市场表现也体现

出了电影产业的一些新特点。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

在发言中就提出春节档给行业带来

的启示是要更加关注青年观影群

体。他建议从业者们要呼应想象力

消费需求的继续增长，“年轻人、网

生代是中国电影的观影主力军，他

们的需求应该得到电影从业者更多

关注。”他表示，像《满江红》这种含

有剧本杀元素和旅游融合优势的

电影，都是青年观众追捧的项目，未

来发展潜力会非常大。

在猫眼研究院院长刘鹏看来，

今年的春节档给电影院带来了很

多新观众，需要在今后提供更多的

优秀影片来留住他们。“大档期是

在拉新，小档期是在留存”，刘鹏

说：“今年的春节档有 33%的用户是

低频的（第一次来看电影），进来之

后能不能留住，要看后续档期有没

有更多的优质内容，从历史数据上

看，大档期会形成较大的观影潮，

但想要形成观众有频次的观影，还

需要有更多的类型片来填充大档

期之外的放映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录音师陶

经也认为，应保持影片供给多样化

的势头：“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

关系永远是美学上的讨论，我们要

引领观众而不能讨好迎合观众，一

个档期中，追着越来越尖僻、越来

越窄的方向去创作是很危险的。”

他建议利用社交平台和相关媒体

对优质电影进行更大力度的宣传，

不同风格类型的电影都要鼓励，

“让观众看到、欣赏到影片中的美

好，并从中得到慰藉、得到美感、得

到善与真。”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

利认为，2023 年的春节档体现出了

主流价值和商业运作之间的平衡。

她表示，今年春节档的几部电影都

在主流电影范畴，都带着神圣的使

命，有着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情怀，

也都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

“我觉得这得益于电影人打破

自我约束的勇气，在这个春节档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有效的送达，《满江

红》里的诸多大反转，《流浪地球 2》
里的三次危机，《无名》的谍战，《交

换人生》的同理心，这些概念的运用

都是一场精神的历险，有爽感，也有

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深度思考，真

正实现了寓教于乐。”她说。

在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电

影产业研究专家刘嘉眼中，春节档

是中国最为成熟和最具价值的“黄

金档期”，虽然档期内时间并不长，

但票房产出比率极高、聚集效应很

强，也是重要的年度电影市场风向

标。“从 2014 年开始，春节档的影片

供应都是一年之内的集大成者，无

论数量、质量还是体量，无论类型

样式还是整体品质，都堪称各大档

期中的翘楚。”她表示，多年来，中

国电影都是一种产品经济配不上

服务经济的产业，尽管坐拥全球最

大的放映市场，却在优质产品供应

上存在短板，“2023 年春节档上映

新片整体品质的提升，对于巩固春

节档‘黄金档期’的地位，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导

演、编剧、演员赵宁宇表示，2023 年

春节档既是单个电影作品的小高

峰，也是电影产业刀刃向内、自我

革新、化危为机、团结协作的成

果。在他看来，2023 年春节档为之

后的中国电影创作开了新局。

“目前，春节档已经告一段落，

有关部门也进行了集中调度，不仅

4 月份有不少影片待映，五一档的

市场格局也已初步形成，希望在之

后的暑期档、十一档和下一个新年

期间，我们有足够的‘子弹’，有足

够的‘粮食’，作为从业者，我们既

往前‘冲锋’，也在后方‘运军粮’、

‘做军鞋’，同心戮力，八千里路云

和月，一路走到底。”

《流浪地球2》不仅在国内市场

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也已在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据介绍，《流

浪地球 2》已于 2023年 1月 22日在

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

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 8
个国家上映，是 2023 年春节档中

唯一一部国内与海外同步上映的

影片。

该片编剧、制片人龚格尔表

示，《流浪地球2》计划于在3月6日

在俄罗斯上映，然后于 3 月底和 4
月初在非洲上映，“我们现在正在

紧锣密鼓的准备中，想进一步让中

国电影与更多的世界观众见面，这

也是我们这次想做的一个小小的

努力。”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

京电影学院教授王红卫在研讨会

上透露，《流浪地球 2》并没有为了

降低观影门槛而删减一些硬核科

幻的设定与内容，这是因为主创团

队的创作初衷，是全力打造一部精

品的中国式科幻电影，而不仅仅是

一部超高票房的商业大片。

张大勇是中影股份北京电影发

行分公司经理，参与了《流浪地球

2》的发行。他认为，春节档是全年

门槛最低的大档期，有相当一部分

观众把全年唯一的一次观影给了春

节档，春节档中门槛越低、下沉度越

好的影片，越容易领跑档期票房。

在工作实践中，他发现当下的

年轻观众是短视频、B站培养出来

的，更习惯于接受另外一个语境下

的内容。在研讨会的发言中，张大

勇建议，创作者在坚持自己创作的

基础上，也要建立好作品和观众之

间搭建的桥梁。他表示，创作者们

要多了解年轻观众的想法和需求，

“电影有属性、观众也有属性，包括每

个渠道媒体也有自身的属性，我们

在工作时对接好属性、放在更合适

的位置，创造更高的票房就好了。”

《满江红》票房已经突破 40亿

元，影片编剧陈宇也在研讨会上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他认为，在

电影创作中应尽量准确把握各个

类型的不同特点，“它是哪种类型，

该有怎样的类型要素，观众期待在

这种类型片中看到怎样的内容等

等。”

他还建议创作者以类型为根

基进行创新和突破：“我们不能把

类型作为一种公式或者束缚，而是

要利用观众对于此种类型的期待，

进行创新和突破。”

2023 年春节档，各部影片

掀起观影热潮，上映作品品质

获得观众普遍认可，多元类型

和不同代际导演的创作力丰厚

绵长，优异的档期表现得到了

与会嘉宾的一致肯定。

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北师

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暨文学院教

授王一川认为，今年春节档影片

类型丰富，质量过硬，满足了观

众的观影需求，得到了观众的普

遍认可。他表示，今年春节，观

众在观影的时候，不仅能感受到

亲情、正义等正能量，也能在愉

快中得到提升，观众的认可和好

评体现出了中国电影人创作水

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

会长张卫也表示，今年春节，看

电影仍然是中国观众的“新民

俗”，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努力达

成了全民观影的感动和热情，

表现出了中国电影强劲复苏的

活跃态势。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侯

克明用“三有”概括 2023 年的春

节档：“有思想高度和文化内

涵，有美学品质和艺术追求，有

观 众 的 热 情 参 与 和 积 极 支

持”。他表示，今年春节档取得

了优异的票房成绩和良好的观

众口碑，也给创作者们指明了

方向，在接下来的创作中，要继

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推出更多观众喜欢的电影

作品。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

认为，2023年春节档影片体现出

了主创团队对电影创作生产和

传播的把握能力。“比如说扎实

的剧本，成熟的影像表达能力，

演员的出色表演，制作过程中成

熟的分工协作，不断向国际先进

水平看齐的制作能力和顺应时

代要求的营销方式等等。”

他还表示，中国电影人对电

影真挚热爱和创新勇气，是这

次春节档能够实现票房口碑双

丰收的重要原因。“中国电影人

对电影的热爱和努力，中国观

众对国产电影的极大热忱热

情，以及国家对电影产业的大

力支持，特别是今年春节档所

表现出来的积极因素和现象，

都让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

满了信心”。

◎市场复苏观众捧场
业内对2023年电影市场充满期待

◎提升创作加强传播
多方协力助推中国电影强势复苏

◎加强海外推广深挖类型创作
从业者分享创作心得

◎讲述家国情怀关注青年观众
期待国产电影创作打开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