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6 中国电影报 2023.02.15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文/祁 海

什么影片能卖座？许多影院人

士认为只有大明星大导演担纲的商

业大片，或是有强劲包场红头文件的

主旋律大片，才能卖座。

影院需要大片，但若是完全依赖

大片，又会陷入被动。

大片数量并不多。黄金档过

后，影院常遇无大片撑市的淡季。

这几年，中外电影生产受新冠疫情

影响，要恢复元气尚需时日，大片就

更稀缺。

放映大片，也未必能引客上门。

如今影院太多，都在争抢观众。如广

州 青 宫 电 影 城（以 下 简 称 青 宫 影

城），周边半径 300 米范围内还有 7 家

影院，观众到这个地段看大片，不一

定进青宫影城。

没有大片，影院就要挨饿吗？

不！影院有一条“找米下锅”的

自救之路，就是在非热门的国产小片

中巧掘卖座片源。

一些无名小片质量并不差，有票房

潜力，但许多影院没有发现。假如哪家

影院善于推销这些小片，可开拓新财

源。若捷足先登甚至独家上映，就不用

与同行抢食，这就是差异化经营。

小片也能卖座？有成功的例证吗？

青宫影城敢于探索，创建了全国

独一无二的“国产小片高产出试验

田”，主动自选了 23 部在全国不卖座

的国产小片，还有 4 部在北方卖座但

在广州市场水土不服的国产大片，自

创新的推广策略重新包装。这 27 部

没有包场红头文件的影片，在青宫影

城都热卖！

2006 年，青宫影城独家上映一部

发行七年仍默默无闻的老片《大进

军·大战宁沪杭》，仅花 150 元宣传

费，放 65 场可收 13 万元，超过青宫影

城同年上映的 4 部最新美国大片

（5 万-11 万元）。

《喋血孤城》在青宫影城周边 300
米的两家影院放映，仅收 50 元和 635
元，但该片在青宫影城放 134 场可收

25.4 万元！

儿童片《杂技小精灵》可在青宫

影城放映 3 年，在 2009-2011 年每年

“六一”节都上映该片，共放 141 场收

20.2 万元！

戏曲片《柳毅奇缘》在青宫影城

也能卖座，放 56 场可收 10.3 万元，平

均上座率高达 88.1%，高于多数商业

故事片。

北方题材文艺片《归来》在广州火

不起来。但该片在青宫影城放 315场

可收40.4万元，高于周边4家影院放映

该片的票房收入总和（37.1万元）。

除了 27 个影响较大的成功案

例，还有多部国产小片在青宫影城的

单片票房收入也有一两万元，聚沙成

塔。青宫影城开业第七年，年票房收

入高达 5169 万元，三次夺取全国影

院年上座率冠军，国产小片为此做出

了贡献。

小片没有明星效应和新科技，没

有包场红头文件。影院营销人员推

销小片，就不能只会随大流做常规的

事务性工作，要眼光独到，知识广

博，信息灵通，才艺精湛。

以新观念细察本地社情民意

不少影院人士在本地生活多

年，还是不了解本地观众，只看到一

些表象，对本地民众的地域个性和

社会心理缺乏研究。

许多国产小片能在青宫影城打

响，是因为营销人员真正了解广州人。

广州人观影的独特需求之一：

《1894:甲午大海战》（以下简称

《甲午大海战》）描写清末北洋水师

在山东黄海抗击入侵的日本海军。

今天，广州多数年轻观众对甲午战争

和邓世昌都很陌生。《甲午大海战》

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北方，似

乎离当代太遥远，离广东太遥远。

《喋血孤城》再现抗日将领余程

万在湖南指挥“常德保卫战”的真实

历史，地名、战役以及指挥官更缺乏

知名度，多数广州观众前所未闻。

这两部非广东出品的影片，不

是一线明星名导加盟的商业大片，

也无政府包场文件做靠山，在商业

化大都市广州，似乎很难打开市场。

青宫影城却看好这两部影片，

突破口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一个资源

——主人公的籍贯。青宫影城营销

人员平日饱读史书，早就知道《甲午

大海战》主人公邓世昌和《喋血孤

城》主人公余程万，都是广东人，分

别是番禺籍和台山籍。

由于广东人多有海外关系，又

先富起来，容易被人误以为“崇洋媚

外，只会赚钱，没有阳刚之气”，广东

人对此很不服气。于是，广东人平

日特别爱看歌颂广东人爱国的新闻

和文艺作品，这是广东人特有的社

会心理。

但是，多数广州观众并不知道

邓世昌和余程万是广东老乡。

为此，青宫影城推介《甲午大海

战》、《喋血孤城》，自行设计图文宣

传品，宣传口号特别强调：“广东是

抗日英雄邓世昌（余程万）的故乡，

邓 世 昌（余 程 万）是 广 东 人 的 骄

傲!”，向观众宣传邓世昌指挥弹尽

援绝的“致远”舰勇撞日军旗舰，威

震敌胆！宣传余程万率部浴血坚守

孤城十六昼夜，八千抗日将士仅生

还八十三人，美国总统罗斯福闻讯

也肃然起敬。邓世昌和余程万之壮

举充分体现了广东人的爱国情怀，

可激发广东观众的自豪感。青宫影

城独家举办《甲午大海战》首映礼，

邀请邓世昌侄孙邓权民老人出席，

青宫影城向邓老赠送广州青年书法

家敬录前人赞颂邓世昌的名联“此

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邓老感动落泪，场面十分动人。广

州多家新闻媒体都大力报道，反响

强烈。

这两部非广东题材影片注入了

广东元素，令广东人引以为荣，倍感

亲切，《甲午大海战》、《喋血孤城》

在青宫影城的票房立马飙升，分别

收 14.5 万元（91 场）和 25.4 万元（134
场），远超影片故事发生地山东、湖

南的任何影院。

广州的许多影院人士不了解历

史人物邓世昌和余程万，平日也不

关注本地社情民意，就不会借力促

销。广州多数影院放这两部影片，

一部仅收几千元甚至几十元。广州

的邓世昌纪念馆附近就有两家影

院，其中一家放《甲午大海战》只收

4690 元，另一家没有放该片。

广州人观影的独特需求之二：

《花腰新娘》、《红高粱》（复映片数

字版）分别描写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农

村生活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方农民

生活，乍一看“土”得掉渣。

《夜袭》、《天安门》分别讲述八路

军奇袭日军机场和 1949 年开国大典

前夕如何改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乍

一看是政治教育片。

这四部影片要在毗邻港澳的开

放城市广州打响，难度特别大，难在

如何缩短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代、

政治与市场之间的隔距。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胸有成竹，他

们认为，正因为广州是开放城市，这

四部影片更适合广州观众的口味。

生活在开放地区的广州人，普遍有建

功立业的愿望，又很务实，因此非常

崇敬成功人士，希望从他们获胜的先

例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可行经验，对文

艺作品的要求就不再停留在娱乐消

遣，特别欢迎励志作品。《花腰新娘》

等四部影片稍加包装，就可以突出自

尊自强的励志精神。

《花腰新娘》描写乡村女孩李凤

美敢想敢干，冲破当地只许男人舞龙

的旧习俗，领头组织一支出色的女子

舞龙队，不仅赢了村里的男子舞龙

队，还能勇闯北京大展奇技，市民们

都惊叹不已！青宫影城宣称这些阳

光女孩不是普通的土妹子，是连城市

人也佩服的成功人士，令广州观众感

到新奇振奋，这就突破了城乡界限。

在广州，青宫影城以外的全市数十家

电影院放《花腰新娘》共收 730元，《花

腰新娘》在北京全市和上海全市的票

房分别收 5000 元和 2.2 万元，但该片

在青宫影城放 103 场可收 4 万元，超

过京、沪两大城市放映该片的票房

总和。

《夜袭》描写抗战时期的山西战

场，中方没有制空权，敌机狂轰滥

炸。放牛娃出身的八路军小团长陈

锡联不畏强敌，出奇兵摧毁山西的日

军机场，创造了陆军打败空军的奇

迹。陈锡联一战成名，年仅 22岁就成

为杰出将领。

《天安门》描写一群没有大专学

历，没学过装修设计的解放军文工团

舞美人员敢想敢干，将古代皇宫门楼

改造成壮丽的新中国标志。

青宫影城宣称这两部影片说明

“低学历的年轻人也能做大事”，就接

上了当今的地气，对年轻一代颇有启

迪和鼓舞，革命传统与现代精神找到

了交叉点。

青宫影城以外的广州全市数十

家影院放《夜袭》共收 2.5 万元，北京

的影院上映《天安门》最有地域优势，

票房第一名收 9万元。但这两部小片

在青宫影城的票房都超过 10万元（前

者 45场，后者 48场）！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认为《红高

粱》是老片，反而有卖点。第一卖点

不在银幕上，而在银幕下。导演张艺

谋、演员巩俐和姜文、摄影顾长卫当

年拍该片时，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便

一飞冲天，拍出中国第一部在 A 类国

际电影节获大奖的电影，该片又是

1988年十大卖座片之一，成本只需 70
万元。于是，青宫影城推销《红高粱》

打破常规，宣传重点不是影片的故事

人物，而是大谈《红高粱》主创团队

“丑小鸭变天鹅”的奋斗史，广州观众

更感兴趣，便想看看他们的成名作。

《红高粱》于 2014年在全国复映，放该

片能收 1000 元的影院都很少见，但

《红高粱》在青宫影城放 11 场可收 3.3
万元，场均收入（超 3000元）高于多数

新片。

影院挖掘国产小片的卖点，最注

重的应是社会性和实用性，而不是娱

乐性。影片若能切中当下的社会热

点，反映民众的呼声，可引起观众的共

鸣共情，这就是极好的卖点。

（未完待续）

本报讯 莫斯科时间1月23日，由

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的“相约俄罗

斯”电影主题活动在俄罗斯莫斯科

举办。

“相约俄罗斯”电影主题活动由

启动式、主题展览及主题展映构成。

启动仪式上，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

玲做线上致辞。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第一司副司长妮娜·纳鲁特金诺娃、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司司长顾问

帕维尔·拉宾、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

一司司长顾问艾仁娜·加娃、俄罗斯

外交部国际信息安全司司长奥尔加·
梅利尼科娃、俄罗斯国家中央电影博

物馆馆长瑞莎·芭哲诺娃、俄罗斯电

影导演和编剧，俄罗斯电影导演协会

主席尼古拉·列别捷夫等多位外交界

代表、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多位演

员、导演、电影制片人、作家、电影学

者和电影评论家、俄中友好协会代表

参加启动式。

启动式结束后，活动嘉宾共同参

观主题展览。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展

板全方位展示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以及中国电影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

代表作和杰出影人，展现了中国电影

人对电影艺术和技术的追求探索。

本次展映活动集中展映近些年

国产优秀影片，题材多样，类型丰富，

展映影片有《流浪地球》、《我和我的

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掬水月

在手》、《悬崖之上》。活动得到俄罗

斯电影业界及观众的极大好评。俄

罗 斯 连 锁 影 院“ 莫 斯 科 电 影 "
（Moskino）总经理塔季扬娜·莫克里

茨卡娅说，这场活动让俄罗斯人更好

地认识中国及其文化，了解中国的历

史，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

关系。

本次活动在莫斯科获得巨大成

功并引起强烈反响，在莫斯科的三家

电影院和莫斯科戏剧院大厅举办了

电影放映，信息覆盖总量超过2500万

人次，参观展览的人数超过 2000人，

观影人数超过4000人，共计播出7条

电视新闻和 100篇媒体报道。其中，

塔斯社、俄新社、俄罗斯文化、CGTN、

苏联国立电影学院、TV BRICS 等多

家俄罗斯媒体展开报道。 （郎雪）

本报讯 2 月 14 日，由韩琰执导，

改编自郑执同名短篇小说的电影

《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联合时尚

芭莎杂志，发布了一组情人节大片，

公布影片的男女主阵容为檀健次和

张婧仪（按姓名首字母排序）。日

前，影片已阶段性杀青完成青岛部

分拍摄。

影片主演檀健次和张婧仪此番

出演为首度合作，自开拍以来一直

在角色中努力摸索前进。檀健次曾

凭借《猎罪图鉴》、《你安全吗？》等多

部作品获评“整容式”演技而惊艳四

座，媒体盛赞其突破不断，不但勇于

挑战各类跨度极大的复杂角色，实

力层面也是愈发游刃有余；张婧仪

则刚在前不久上映的电影《无名》中

惊艳亮相，其早先作品中的人物如

《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倔强执着的凌

一尧、《风犬少年的天空》中品学兼

优的安然，都曾因她外柔内刚、情感

丰沛的演绎而打动无数观众，令人

过目难忘。 （影子）

本报讯 2 月 14 日，由季竹青执

导，张新成、孙千领衔主演的青春爱

情电影《这么多年》发布了 18宫格情

人节胶片大片，由“美少女最爱的美

少女摄影师”亦卷古月拍摄。照片呈

现了两位主演的两组妆造，在胶片独

特的质感加持下，两人之间的初恋系

氛围感让人怦然心动。拍摄现场，张

新成深情凝望孙千，孙千体贴地为张

新成整理外套，甚至在候场的时候两

个人也在偷偷牵手，如同热恋期情侣

般难舍难分，让 CP 粉更加期待未来

影院中的相见。《这么多年》已定档 5
月20日甜蜜上映。

此次发布的 18 张胶片由摄影师

亦卷古月拍摄。夕阳下，张新成和孙

千无论是对视、依偎、还是拥抱，都甜

蜜到糖分超标，像极了记忆中泛着光

的初恋。近距离之下，两人的眼神和

呼吸彼此交缠，令人脸红心跳，不由

自主去幻想背后的故事。在一张照

片中，孙千吻着张新成的手，张新成

则闭着眼睛仰头微笑，仿佛是并肩经

历了漫长时间那种由衷的依恋和心

安，不失为完美的情人节恋爱范本。

《这么多年》将于 5 月 20 日同观

众见面。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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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
宣布檀健次张婧仪主演

《这么多年》发布
张新成孙千“情人节大片”

电影院如何自寻卖座片源？（一）
——广州青宫电影城增收诀窍之一

祁海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