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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如何自寻卖座片源？（二）
——广州青宫电影城增收诀窍之一

以新观念自创二次包装妙招

（一）一份传单救活一部电影

善用文字技巧“抢眼球”，是青宫

影城的绝活。

成功案例：《大进军·大战宁沪杭》。

该片制片方提供的宣传文字是：

“1949年4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之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

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根

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向尚未被国民党当局控

制的广大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战略进

攻，矛头所指首先对准了国民党重兵

盘据的京（南京）沪杭地区。1949年 4
月 20日，我百万雄师分中、东、西三个

集团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

的千里长江防线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

海的攻势面前土崩瓦解……”后面数

百字也是这类混同于政治教科书的解

说词，没有结合影片内容突出影片的

卖点，容易使观众误以为该片是干巴

巴的政治说教。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根据现代人的

接受心理，编写该片的广告传单。该

片是史诗风格，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

营销人员另出新招，试用跳跃式散点

笔法，突出影片的卖点：

千帆竞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强渡千里长江天险，与国民党飞机军

舰展开殊死激战！刘邓大军、陈粟大

军7个兵团27个军，排山倒海，直捣国

民党巢穴南京、文化名城杭州、亚洲第

一大都会上海！

本片首次披露：谁能想到，这场震

惊中外的渡江大战役，竟是由于我军

一支小部队的失误而提前打响，全军

将错就错发起总攻，化不利为有利。

本片首次披露：英国巨舰悍然入

侵长江，解放军炮兵猛烈开火!为此引

发中英外交事件，如何解决？

本片首次披露：毛泽东搬入北京

中南海之后，多次登高观望故宫，但却

从来不踏入仅有一墙之隔的故宫，

何解？

本片首次披露：毛泽东已将他写

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扔进

了纸篓，为什么后来又成了传世名诗？

本片最奇特场面：上海浦东，国共

两军精锐劲旅硬碰硬，大雨中的泥泞

原野成了混战大战场，上万名“泥人”

贴身肉搏扭打，泥浆与血浆齐飞！

本片最惊险情节：中共地下党在

敌江阴要塞密谋兵变，智取炮台。

本片最动人情景：解放军冒着枪

林弹雨在马路为一名上海孕妇接生。

本片最动人情景：清晨，一名阅尽

沧桑的上海老市民推窗一望，见到一

个既惊人又动人的场面。他当即感

慨：“蒋介石回不来了！”他看见了

什么？

……

这份传单以形象化的生动文字，

让人想象出影片的精彩场面，或用“卖

关子”手法提出悬念吊胃口，颇有吸引

力。广州某大银行包场看电影要征求

多数群众的意见，该单位员工多是很

挑剔的白领先生小姐，都被《大进军·
大战宁沪杭》的广告传单吸引了，多数

员工报名要求看该片，这家银行连包4
场，票款 1.4 万元，反而成为该片的第

一包场大户。

（二）一句口号救活一部电影

成功案例：《海洋朋友》。

这部山东出品的儿童片，写的是

人与动物（小海豚）友好相处的故事，

宣传口号主打“环保教育”，未能引起

强烈反响，该片在全国都不卖座。

《海洋朋友》描写一名小男孩学潜

水时遇到危险，小海豚救了他。小男

孩得知小海豚与海豚爸爸失散，主动

帮助它寻父。该片还赞颂了浓浓亲

情，海豚爸爸为保护幼子，与凶猛恶鲨

搏斗。小海豚生活在舒适的海洋馆，

却无时不在思念生死未卜的慈父。该

片描写的人和动物，都是心地善良的

美好形象。

平日密切关注社会的青宫影城营

销人员，一眼看中《海洋朋友》的情感

描写，认为这是非常可贵的“善良教

育”，可与三条广东新闻挂钩。

在此之前不久，广东接连发生三

宗青少年杀同学、杀父母的血案，在广

州市民中引起强烈震动。近年来，许

多学校和家庭忽视了“善良教育”，使

不少青少年缺乏爱心，不知感恩，变得

自私、冷漠、残暴。人们都感到必须赶

快给孩子们补上“善良教育”这一课。

于是，青宫影城改换《海洋朋友》

的主打口号，宣称该片是“善良教育”

作品，触动了广州千家万户都关心的

社会热点。许多中小学校长和家长都

认为孩子们看该片可接受善良教育，

避免再发生校园惨案和家庭悲剧，于

是，校长积极组织学生观看，家长携子

女观看。一些成人单位也订购《海洋

朋友》团体票，让员工带孩子在“六·
一”节观看，因为这些单位的领导认为

家庭安定有利于企业稳定。在青宫影

城，《海洋朋友》包场和零售两旺，放映

76 场，票房冲破 10 万元大关，超过该

影城同年上映的美国高科技娱乐片

《大白鲨·致命武器》（3万元）和《快乐

的大脚》（8万元）。

（三）海报设计如何巧用迂回战术

成功案例：《归来》。

《归来》描写中老年人的悲情故

事，由老演员陈道明、巩俐主演。青宫

影城位于广州北京路，这一地段的观

众多是年轻的 90后，对中老年题材和

老演员主演的影片不感兴趣，担心这

些影片沉闷老气。《归来》在这一地段

的多家影院都不卖座，但在青宫影城

很卖座，奥妙何在？

就在于青宫影城设计了大胆破格

的海报。

《归来》制片方提供的主海报，主

体是两位老人陆焉识、冯婉瑜的苍老

形象。女儿丹丹是配角，形象很小，仅

是点缀。

青宫影城设计的《归来》主海报，

来个“主次大颠倒”：二位老人的图象

缩小了，色彩也淡化了，成为背景。女

儿丹丹身穿鲜红舞衣跳舞的形象却特

意放大，位于前景中心，格外青春亮

丽，一扫沉闷老气，特别吸引年轻观

众。青宫影城为配角丹丹的扮演者张

慧雯设计了三幅海报，广告词注明：

“新一代‘谋女郎’张慧雯，90后，第一

次拍电影”。广告词还注明国际电影

大师斯皮尔伯格赞扬张慧雯“令人过

目难忘，眼前一亮，戏演得好，舞也跳

得好”。90后观众得知这位漂亮才女

是自己的同龄人，倍感亲切，引以为

荣，纷纷买票。

宣传小配角的力度竟大于主要演

员，这是不是喧宾夺主，不尊重老艺

术家？

这就关系到如何用新观念理解

“手段与目的”、“形式与实效”的关系。

在这个地段宣传《归来》，如照搬

外地模式，电影票卖不出去，老艺术家

的表演谁来欣赏？青宫影城宣传《归

来》因地制宜，改打“青春牌”，是一种

务实灵活的迂回战术，吸引了众多年

轻人买票，他们进场，就有机会见识陈

道明、巩俐的精彩表演，青宫影城才是

真正支持老艺术家。

成功案例：《叶问3》。
《叶问 3》是一部质量较高的武打

片。但刚上映几天，媒体曝出部分影

院放映《叶问3》票房注水，许多未看过

该片的观众，误以为该片肯定是质量

粗劣才出此下策，导致该片票房急跌，

许多影院都减少该片的场次。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认为不能因影

院犯错而株连影片，继续积极推销《叶

问3》，该片在青宫影城票房坚挺，很快

超过 100万元，该影城还不满足，又为

该片设计一幅构思奇特的海报，很吸

引观众，只花 50 元制作一个展架，该

片票房在一周之内再增 12万元，共收

112.3万元（388场）。

这幅海报没有剧中角色，只有两

个漫画风格人物——《叶问 3》监制黄

百鸣和青宫影城经理。海报文字借

“百万”和“百鸣”玩幽默，标题是：“《叶

问 3》在青宫影城票房不注水，突破

100万！”广告词注明黄百鸣还有四部

影片在青宫影城的票房也超百万（《百

星酒店》、《六福喜事》、《最强喜事》、

《叶问2》）。海报上的青宫影城经理笑

说：“黄百鸣先生，您不如改名叫‘黄百

万’！”黄百鸣笑眯了眼。这样的隔空

对话新奇有趣，使还未看《叶问3》观众

对黄百鸣及其作品增强了信心，纷纷

买票。

（四）新闻宣传如何巧用迂回战术

成功案例：《柳毅奇缘》。

当今电影观众主体是年轻情侣，

青宫影城推介描写古代爱情故事的粤

剧电影《柳毅奇缘》，除了争取老戏迷，

也争取年轻人，为此与婚介机构合作，

举办一个“看《柳毅奇缘》，求真爱良

缘”的新闻活动，请参加征婚活动的数

十名男女青年观影，与该片摄制组代

表见面，借新闻效应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看该片。

令人意外的是，青宫影城没有请

导演和演员，请来的摄制组代表是年

轻的剪辑师小翁和制片助理小刘。

小翁和小刘毫无名气，有新闻价

值吗？有！因为他俩是一对新婚夫

妇，而且与《柳毅奇缘》有缘！他俩在

《柳毅奇缘》拍摄期间，受剧中人物美

好爱情的感染，二人也成了一对，喜结

连理。他俩和到会的年轻观众分享了

自己的恋爱过程。小翁还说他并非广

府人，过去从不看粤剧，但他编剪《柳

毅奇缘》，天天听粤剧，发现很好听，便

爱上了粤剧，也会唱了。在新闻活动

现场，小翁当众唱了《柳毅奇缘》一段

选曲献给爱妻。他们的婚恋故事与本

次活动的主题很对口，比导演或老演

员到场更新鲜有趣，广州各家新闻媒

体都大力报道，使许多年轻观众对《柳

毅奇缘》产生了兴趣。

（未完待续）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思想政

治引领是高校育人的核心关键环

节。思想引领要切实做到入脑入

心，需要符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特

点，既要有显性教育，又要有隐形教

育；灌输教育有必要，生动的、触动

情感的人文教育不可或缺。以《我

和我的祖国》、《长津湖之水门桥》、

《中国机长》等为代表的新主旋律电

影，在人物塑造时不再聚焦模糊的

群体，而是着力表现鲜活的生命个

体，艺术性和观赏性强，易于被青年

大学生接受，主流价值观传播效能

强。鲁迅先生曾说：“用活动的电影

来教学生，一定要比教员的讲义

好。”将新主旋律电影的主流话语表

达和育人功能融入高校思想引领，

有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提升思想引领的效能。

三个“生动”，认识新主旋

律电影在高校思想引领中

的价值意蕴

新媒体环境下，“快餐文化”、

“丧文化”等非主流文化及“信息茧

房”的存在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带

来较大的影响，极易导致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缺失、错

位等情况。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

治引领工作也存在教育引导方式单

一、理论与实践脱节、思想教育浮于

表象等问题。将新主旋律电影融入

高校思想引领，将凸显三个“生动”：

一是提升高校思想教育内容

的“生动性”。新主旋律电影符合

学生审美要求，为思想教育提供了

兼具艺术性、教育性的宝贵教材。

其中不少家国叙事，从历史走向现

实，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社会转型

中普通人的中国梦，以小见大展现

大时代的风貌，如《我和我的家

乡》，在观影中帮助学生理解社会

经济发展，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乡土情节、奋斗梦想。

二是提升高校思想教育语言的

“生动性”。依托新主旋律电影为载

体，思想教育语言更加立体、多维。

围绕电影素材的解读、学习、模仿，

打破了教育中主体与受体的界限，

教育语言生动性、互动性的增强，必

将带来思想、精神的相对深入的交

互，促进思想引领入脑入心。

三是提升高校思想教育方式的

“生动性”。新主旋律电影为高校思

想教育方式开拓了新载体和新平

台。促进了教育方式从单一走向丰

富，从枯燥走向趣味，从常规的学习

走向精神的触动。爱国主义情怀、

集体主义精神和奋斗精神通过学生

喜爱的形式得到弘扬，有助于增强

思想教育的吸引力，潜移默化巩固

意识形态阵地。

四条路径，增强新主旋律电

影在高校思想引领中的效能

新主旋律电影作为主流文化

传播的有效载体，是集历史事件、

民族精神、社会民生发展、小人物

奋斗于一体的思政教育资料库，是

高校开展思想引领的丰富教材。

深入挖掘和多路径发挥新主旋律

电影在高校思想引领、文化育人方

面的优势，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积极探索。

路径一，新主旋律电影素材进

入大思政课堂。高校应深入、充分

挖掘新主旋律电影中丰富的教育元

素，并与学校的办学特色、育人目

标、专业设置相结合，引导学生在观

影的过程中提升对历史、社会、价值

理念、职业发展、职业道德的认识和

理解，端正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保证大思政课堂的趣味性和实效

性。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大学

生职业发展》课堂中引入电影《我和

我的祖国》中电动旗杆的设计者林

志远的故事，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职

业价值观”，促使学生在沉浸式教育

中厚植家国情怀。

路径二，新主旋律电影融入大

学生社区生活。学生社区是学生日

常生活、休闲的主要场所。当前众

多高校高度重视学生社区建设，成

立以书院为代表的学生社区教育服

务管理机构，为社区注入丰富的教

育内容。新主旋律电影深受广大青

年大学生喜欢，可以作为社区文化

输入的重要元素。通过社区内集中

影片展播、影片观感征集、经典台词

展现、经典剧情模仿等方式，以“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思想教育引

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书院已形成

了周五集中播放和观看新主旋律电

影的社区文化氛围，在学生思想引

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路径三，新主旋律电影占领网

络思政教育阵地。随着学生信息、

知识获取渠道的变化，网络虚拟空

间已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将

新主旋律电影资源加入网络思政教

育的平台，借助校内信息平台、公众

号、微博等平台，通过开设电影专

栏、电影赏析慕课、云课堂等模式，

既是对网络思政教育平台的进一步

完善和丰富，也是对高校思政课堂

的进一步拓展，更是提升学生学习

思政教育内容内生动力的有效途

径。同时，新主旋律电影更易激发

学生间的共鸣，有利于形成学生群

体层面的正向价值认同，而学生个

体在正向的群体环境中，更容易激

发正能量，朝向积极的方向。

路径四，新主旋律微电影创造

引领学生自主思政教育。当前“微

时代”背景下，高校可通过搭建平

台、提供空间和经费支持的方式，鼓

励大学生拍摄新主旋律电影，内容

可涵盖校园生活、红色文化、学校历

史、社会热点等。学生自主选题、策

划、拍摄的过程，是对社会、经济、教

育、个体重新认知和理解的过程，也

是对思想、道德、个人能力再塑的过

程，更是高校思想教育理论进入实

践探索的重要过程。

新主旋律电影所蕴含的主流文

化和精神为高校思想引领提供了优

质、丰富、生动的教育资源，新主旋

律电影在高校学生思想引领中的应

用，将对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树立具有切实有效的促进

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本科生院【【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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