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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曙光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让中国电影市
场停摆长达 180 余天。7 月 20 日，电影院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作
为振奋市场的重要档期，2020 年国庆档拿下 39.52 亿元票房，成为
同档期影史第二，并使得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越北美市场位居
全球首位。年末的贺岁档，不仅影片类型多样且云集了多部重量
级作品，助力年度电影票房向 200 亿发起冲击。然而，世界正面临
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影业因疫情遭受重创并且面临着电影
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国电影必须砥砺前行，化危为
机，花大力气夯实“新基建”、补齐各种短板以避免“木桶效应”，并
致力解决电影发展内生性动力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

夯实“新基建”：好作品是唯一的方法论
经此一“疫”，中国电影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得以更
为显著的凸显。在国际形势和电影产业都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背景下，夯实中国电影的“新基建”迫在眉睫。尤为需要注意的是，
当下的“新基建”要从过去重视影院和银幕的建设，转向做大、做强
制片业，不断推出优质作品。回顾 2020 年度电影可以发现，
“重工
业电影”升级迭代，新主流电影双重价值凸显，
“港味”美学韵味浓
厚，还有诸多影片对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切回应，但其中隐藏的问题
与矛盾也不容忽视。
1.“重工业电影”的战略升级
整个电影产业的提质增效，离不开电影的工业化。而“重工业
电影”不仅是电影工业化的必由路径，同时也是产业逻辑和资本逻
辑下的战略诉求。近年来，中国电影从过去单方面地学习借鉴国
际经验而更多地转向自主摸索和拓展，发展态势已经在由一味追
求
“速度”
和
“产品”
转向了对
“质量”
和
“品牌”
的投入。
《八佰》作为全球第三部、亚洲首部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影
片，是影院复工后的第一部重工业电影，打响了电影院复工的第一
枪。该片为了真实还原上世纪 30 年代和抗日战场的历史细节，主
创团队在苏州设计搭建了占地两百亩、拥有 68 栋建筑的实景，甚
至重新开挖了一条长达 200 米的“苏州河”，另在上海青浦利用五
六百亩地，再造了一个四行仓库。正是这样的工业化操作，再加上
CG 技术的辅助，影片才得以复原苏州河南岸歌舞升平、北岸宛如
地狱的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战争期间的炮火硝烟，进而让观众沉
浸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之中。
贺岁档上映的《紧急救援》同样是一部“重工业电影”，该片与
导演林超贤前两部电影《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主题和风格一
致，使电影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品牌”标识。在具体的工业实践上，
影片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剧组购买了一架真的空客飞机，力求细
节上精确，并邀请到了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的 John
Frazier 进行现场特效指导，还借用了拍摄《泰坦尼克号》所用的水
上影棚，实景拍摄海中救援情景。
此外，
《姜子牙》也拓展了动画电影的“重工业”之维。影片取
材于中国传统文学，并接续《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神话人物体系。
在 3D 技术的辅助下，片中所建构的神话世界也得到了美轮美奂的
展现，是中国动画电影的又一标志性作品。
“重工业电影”的战略升级体现了中国电影供给侧改革的成
效，以及与世界电影工业接轨的速度。还可以看到的是，
“重工业
电影”并没有模仿好莱坞，而是充分开掘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中
的资源，呈现出了独特的工业美学气质。
2.新主流电影的双重价值
2020 年是特殊的，除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这一年还是脱贫攻
坚的决胜之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自
上世纪 50 年代起，用电影献礼便成为记录重大历史时刻和事件的
常用形式，今年亦有《夺冠》
《我和我的家乡》
《金刚川》
《紧急救援》
等代表影片。作为新主流电影，以上作品不仅得到了主流市场的
认可和欢迎，又鲜明地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实现了主流市场和主流
价值的融合。
新主流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政府资源的支持和规范的商业运
作，更与内容表达密切相关。综合今年的新主流电影来看，它们首
先都寻找到了人物可信的个性化动机。以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
我的家乡》为例，影片的 5 个故事都找到了与观众达成共鸣、共情
的连接点。
《北京好人》通过张北京透视的是全民的医保普及；
《天
上掉下个 UFO》则在讲述黄大宝潜心发明各类稀奇事物时，激发
对乡村发展的思考；
《最后一课》以帮助乡村教师老范恢复记忆来
窥探乡村的多维振兴；
《回乡之路》借乔树林致敬保护和改善环境
的无名英雄们；
《神笔马亮》以马亮在家庭和事业中的奔波，来反映
精准扶贫事业里的苦与乐。
在具体表现上，新主流影片必须着力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让价值观的表达得以落地。影片《夺冠》在表现“女排精
神”时，从郎平的运动生涯和日常生活切入，呈现了这一人物因为
排球所经历的阻碍、危机、挣扎与成长，再辅以紧张激烈的赛事，让
观众得以看到特殊年代里，以郎平为代表的女排队员，是如何艰辛
地为国家、民族赢得荣誉。
与此同时，新主流电影商业性和主流价值观的融合，能且只能
经由叙事达成，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整体的故事表达和富有感染力
的台词、动作细节上。
《金刚川》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最终阶段，志愿
军战士是如何通过金刚川的故事。影片表现的并不是一场硝烟浓
烈的大决战，但通过三段式的叙事手法将大战前的“暗流涌动”细
致描摹，从不同视角反映了战士们在金刚川建桥、补桥、抵御敌机
空袭的英雄壮举。影片开场，旁白“那一年，俺们都才十七八岁，唯
一想做的事，就是通过那座桥”，便道出了战争背后的辛酸。为了

为推动山东省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传承
精品剧目和弘扬沂蒙精神，1 月 8 日，由中共
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影视传媒集团、中共济
南市委宣传部、中共临沂市委宣传部联合摄
制，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歌舞剧院协助
拍摄，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歌
剧电影《沂蒙山》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山
东省会大剧院举行。
歌剧《沂蒙山》自 2018 年 12 月立上舞
台以来，先后在全国演出 100 余场，荣获了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歌剧电影《沂蒙
山》将以此为蓝本，讲述渊子崖“识字班”普
通女孩海棠在见证了敌人的凶残、狠毒，亲
历了村民的英勇牺牲后迅速成长，投入到保
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的故事。带领观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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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快速到达战场，一部分驻守金刚川的士兵要潜入
水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人桥”让战友们快速通
过，这一具有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细节展现了志愿军
的智慧和毅力。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需要注意其
中的两个显著盲点。一是过于相信有形资源和有利条件的
堆叠，如盛行一时的明星策略只能作为商业运营，电影的故
事内核才是关键。其次是过于相信以往的成功经验，投资者
和制作者只顾竞相模仿，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制作”而非“创
作”，忽视创新和拓展，极易造成内卷化，极易造成与新观众
的新需求脱节。
3.“港味”
美学的突破与桎梏
在 2020 年的中国电影市场里，香港导演执导的作品是一道不
容忽视的风景线。陈可辛、唐季礼、许宏宇、关信辉、刘浩良、林超
贤、邱礼涛等导演先后带来了《夺冠》
《急先锋》
《一点就到家》
《热血
合唱团》
《除暴》
《紧急救援》
《拆弹专家 2》等影片，港味美学浓厚，这
其中有导演们的突破，
也明显可见其桎梏。
动作片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类型，香港导演在制作此类影片上
有着丰富的经验，
《紧急救援》
《急先锋》
《拆弹专家 2》中花样迭出的
动作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便足见这种类型片制作经验的运用。但
过于依赖经验惯性，会产生诸多问题。唐季礼和成龙合作多年，曾
创造过喜人的票房成绩，但《急先锋》却遭到滑铁卢。这其中尤为
关键的一个因素，便是该片在回归经典“成龙功夫喜剧”时，却刻板
地套用香港动作片的打斗、街头飙车、商场追击、美人计等几大固
定模式，没能带来新的惊喜。此外，该片重动作而轻内容，未能契
合主流观众群对于影片共鸣维度的需求。
从题材挖掘到表现形式的极致化，是港味美学的特点之一，
《除暴》中警匪对峙的“咬死不放”、
《紧急救援》里命悬一刻的救
援场景、
《拆弹专家 2》设计的爆炸案都有着极致化的表现。
然而整个华语电影市场在近几年发生了极大转向，尽管市场
上依然欢迎优质港式动作片，但要寻求到更大可能的市场
突破点，
“ 港式”只能是类型的基石，故事质感和人物共鸣
才是关键。虽然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和风格，但《紧急
救援》相较于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其
在视听呈现与叙事层次的联系上紧密度明显要弱。
以人本为中心的港式人文理念，是港味美学的
精神内核。影片《拆弹专家 2》在保持极致的视听体
验时，通过拆弹专家潘乘风在执行任务前后三段不
同的人生经历，演绎了一个普通社会个体面对困境
时从平和到偏激，再回归到善良的历程，探讨着“我
是谁”
和关于救赎的人伦命题。
香港导演的“北上”，为内地电影市场提供了难
能可贵的片场经验和类型理念。随着合作的日益
深入，
“港味”美学成为影片的独特标签。但如何平
衡这种美学范式与新的市场需求尤其是观众需求，
仍然有不少亟待解决的新的课题。
4.重中之重：
共情度和话题性
考察电影的维度可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最
重要的维度则是观众的感受、认同感、认可度以及
综合性的反馈。总结 2020 年度电影可以看到，电
影与观众的共情度，以及电影包含的话题价值，是
需要着重评价的两个方面。
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共情”这个概念，
他认为共情是一种能深入他人的主观世界，从他人
的角度体验世界的能力。电影要让观众能沉浸于
其中，就必须与观众产生共情，使之进入到电影的
世界里。
《八佰》和《金刚川》从历史事件出发，让观
众产生“历史共情”；因疫情久居家中，观众对家乡
有了新的理解，
《我和我的家乡》便通过 5 个故事激
电影《夺冠》
发“家乡共情”；
《一秒钟》重回特殊年代，与有着共
同记忆的观众达成了“经历共情”；而《除暴》
《紧急
新挑战：
释放电影市场内生动力
救援》
《拆弹专家 2》则从不同领域出发，与警察、救
援人、拆弹专家碰撞出
“职业共情”
。
总体来看，中国电影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具有很强的
电影理论家巴赞早已先锋地指出，电影是现实
可变性、可塑性。中国电影经济基本上只是票房经济，与以电影
的渐近线。要观照并反映现实，就必须紧扣时代议
版权及其衍生品开发为核心的电影新经济还有很大距离。在当
题。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
《一点就到家》
《秀美
下疫情带来的众多不确定性因素面前，夯实“新基建”才能带来
人生》
《橙妹儿的时代》便以各自的创意讲述乡村振
更多优质作品，释放中国电影市场的内生性动力才是走向电影
兴和扶贫人的努力。影片还恰当地加入了代表时
强国的关键。
代发展的电商、直播、网约车、快捷支付等元素，融
受疫情影响，春节档影片纷纷撤档，
《囧妈》选择登陆抖音等
社会话题于剧情。
《夺冠》则选择了从“女排精神”这
平台，之后《肥龙过江》
《源·彩虹》也相继转战网络端播出，引发
一贯穿国人记忆近 40 年的话题切入，在讲述历届
了关于窗口期、传统院线方与流媒体方利益分配的争论。无独
女排的发展和郎平的成长之余，还反映了国家和人
有偶，国内头部级影视公司华谊也宣布 2021 年制作的电影将会
民生活的变迁。
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放眼全球电影行业，华纳宣布将取消院
而原本观众高度期待，但最终口碑无法继续发
线窗口期，将旗下 17 部电影在院线和流媒体平台 HBO Max 同
酵的《姜子牙》便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影片代
步上线。紧接着，迪士尼也宣布未来几年将有 50 部影视剧登陆
表着中国动画的工业水平，视觉特效着实精彩。但
Disney+。网络技术的成熟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线上发
全片要表达的主题太过分散，导致无法和观众产生
行成为大势所趋。因此，与其排斥和抵制流媒体，不如利用互联
共鸣。
网来赋能电影产业。但这需要全面统筹考虑，需要顶层设计的引
一部电影的成功，无疑要以“共同体美学”为基
导，需要建立起共同利益观和平衡利益观，建立更符合中国电影
础，与观众的情感、思想和审美紧密联系。此外，作
发展实际的、合理的“窗口期”来保障电影院利益，也通过多重网
为社会的镜像，优秀的电影也要与时代一起议问
络渠道让影片的效益得到保障。这样才能充分保证所有参与者
题、论现象、共发展。
的利益，
充分激发各方的创造力。

歌剧电影 《沂蒙山
沂蒙山》
》 再现根据地人民大情大义
温那段感天动地的老区抗战历史，通过银幕
再次感受根据地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的大情大义。
《沂蒙山》主创团队表示，将运用电影化
的手段，争取最大程度展示表演和乐队细节，
并对服化道和舞美做更加精细的调整。导演
黄定山透露，
正式开机前，
对整个剧目内容反
复进行细抠、琢磨，力求拍摄时做到精益求
精。
开机仪式现场，
主演王丽达、杨小勇、王传
亮、金郑建、张卓纷纷表示，将用饱满的热情
和全心的付出投身到电影的拍摄中，
让《沂蒙
山》在大银幕上继续发光。
（山 闻）

《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家乡》
》

还需要看到的是，
“电影+互联
网”的实践也在尝试优化产业结构性问题的
其他方面。受疫情的波及，传统的路演方式
已不可取，
《我和我的家乡》启动围城联动线上首
映，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最火热的直播也进入到
电影之中，
不仅主播薇娅和李佳琦在《我和我的家乡》和
《一点就到家》中有客串演出，
《一点就到家》还采取了通
过直播间销售电影优惠券的营销活动。短视频和纪录片对电
影的宣传推广更为常见，
《我和我的家乡》番外篇在抖音上线，
《夺冠》等的幕后纪录片也同时期在 B 站上线，这些都合力助推
着影片“破圈”，触达到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性
别的观众。
同时，
也使得传统的宣传推广方式实现了迭代。
从市场的初步复苏，
到火热的国庆档，
再到冲刺贺岁档，
可以
看到，
撑起市场的多是春节档留下的
“存量”
影片，
中国电影唯有寻
求到更多的
“增量”
，
才能凭借过硬的创意、
项目和人才储备来应对
“后疫情时代”
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电影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之
大变局”
，
这其中尤其需要高度关注并且有效破解两个问题。
以 2020 年国庆档为例，39.5 亿元的票房中，
《我和我的家乡》
《姜子牙》
《夺冠》的占比分别是 47%、35%和 9%，贡献了超过九
成的票房。毫无疑问，市场既要有头部影片，但也需要有中等体
量的作品在不同档期投放。同时，头部影片不应该只集中在春节
档、国庆档，要有更加均衡的分布。年末，既有主流观众群偏爱的
视觉大片《紧急救援》和喜剧片《沐浴之王》，亦有符合中老年观
众群的《一秒钟》，还有青年观众群喜欢的爱情片《如果声音不记
得》、奇幻片《赤狐书生》等，不同体量和类型的影片丰富着市场。
需要重点看到的是，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第一次离别》、艺术片
《气球》、纪录片《棒！少年》和《掬水月在手》等也拿到了一定量的
票房，由此可见，市场需要多类型的影片来满足观众多样化、个
性化、精致化、分众化的观影需求。
临近岁末，贺岁档电影市场向着既定的 200 亿目标进行最终
的冲刺，并且终于出现了人们期盼已久的走势：25、26 两天单日
票房都超过了 2.6 亿。
《拆弹专家 2》上映三天票房超过 3 亿，获得
了口碑票房双丰收，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合理有序的市场不会
辜负好电影的硬道理。更令人惊喜的是，2020 年 12 月 31 号上映
的《送你一个小红花》带来一个新的观影热潮。接下来，还有尹力
导演蛰伏多年的力作《没有过不去的年》。尽管疫情时有反复，但
中国电影市场好戏连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和感动。疫情
无情，电影有情，电影市场充满新的活力和动力。不过，在笔者看
来，观影人次的指标比票房指标更重要。2016 年至 2019 年，中国
电影市场观影人次分别为 13.72 亿、16.2 亿、17.16 亿、17.27 亿，
相应年份的银幕数分别是 41179 块、50776 块、60079 块、69787
块。
不难发现，从 2018 年开始，银幕数仍保持着稳健增长，但并没
有拉动更多的观影人次。而电影产业要实现良性发展，需要银幕
数、观影人次与票房的增长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因此，需要总
结新的方法论来解决中国电影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
矛盾，
以满足广大观众对美好电影的需求。
受疫情困扰，环球同此凉热，电影产业亦是如此。中国电影
唯有继续夯实“新基建”，用优质作品来寻求“增量市场”，刺激内
生动力的释放，才会在后疫情时代稳步调整和拓展，才可以在全
新的大变局中把握先机，实现健康可持续高质量繁荣发展，向着
2035 年既定的社会主义电影强国目标砥砺前行。
中国电影一直在努力，
中国电影需要更大的努力！

电影 《一件棉袄》 开机
1 月 6 日，红色战争电影《一件棉袄》在
陕西榆林市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编剧芦
苇担任监制，新锐导演高小卫执导，高小
卫、张光辉联合编剧。影片讲述了解放战
争时期，一名国民党士兵被心向共产党的
郎中感化，
被一件解放军的棉袄救命，
改变
信仰，
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曲折故事。
1947 年冬，西北野战军发动第二次榆
林战役期间，一支被打散的国民党守军七
八人，
在排长褚顺子的带领下，
四处寻找医
生救治战友，
与当地郎中高德信相遇，
逼迫
高德信救治伤员。高德信无力回天，伤员
死去。胡排长欲杀害高德信，被褚顺子阻

止，放了高德信。这支散兵和伪装成国民
党军的解放军侦察连相遇，
伺机逃跑中，
褚
顺子落下悬崖，
重伤昏迷，
巧遇高德信。高
德信无法见死不救，
遂向解放军求助，
得到
一件棉袄和几斤小米，救活褚顺子。之后
褚顺子和高德信又遇见国民党部队，因为
那件解放军棉袄，两人被抓。褚顺子历经
艰险，救出高德信逃跑，战斗中高德信牺
牲，
褚顺子带着高德信的遗愿，
穿上那件解
放军的棉袄，
投奔了解放军。
影片预计于 2021 年公映，向建党一百
周年献礼。
（鲁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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