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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电影资金办统计，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总计642.66亿元，同比增长5.4%，全年放映场次9750万，同比增加1047万、

增幅12%，全国现有院线影院12408家，新增影院1453家、增幅13.26%；现有银幕69787块，新增9708块、增幅16.16%。

在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扩容、迈向成熟的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技术上的不断创新，电影的拍摄成本不断降低，给

创作者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大。

在政策拉动、市场扩大和技术发展等多重助力下，带给青年电影人尝试和成长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近些年来，大批年轻的

电影人同电影产业共同成长，并为中国电影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活力。

本文将回顾2015年以来的中青年导演及其作品。他们其中有些在这两年刚刚崭露头角；有些则已是知名电影人；有些甚

至开始通过不同方式帮助、发掘青年导演，发挥在中国电影传承中的传帮带作用，促使形成创作活跃、市场繁荣的生动局面。

新力量导演主要作品（2015-2020年）（排名不分先后，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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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作品情况

《港囧》《囧妈》《我和我的祖国》
《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
《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
《寻龙诀》《封神三部曲》
《煎饼侠》《缝纫机乐队》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西游记之大圣闹天宫》《深海》
《九层妖塔》《我们诞生在中国》《749局》
《恶棍天使》《银河补习班》
《恶棍天使》《银河补习班》
《杀破狼2》《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西游记女儿国》
《战狼》《战狼2》
《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
《小时代4》《爵迹》《爵迹2》
《左耳》《嫌疑人X的献身》
《栀子花开》
《万万没想到》
《熊出没》系列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绑架者》
《前任2》《前任3》《小小的愿望》
《解救吾先生》《铁道飞虎》《英雄本色2018》《特警队》
《新娘大作战》《怦然星动》《烈火英雄》
《万物生长》《阳光不是劫匪》
《唐人街探案》系列
《十万个冷笑话》
《一路惊喜》《尖峰姐妹》
《剩者为王》《悲伤逆流成河》
《恋爱中的城市》《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祖国》
《心迷宫》《暴裂无声》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吹哨人》《我和我的祖国》
《大鱼海棠》
《大鱼海棠》
《火锅英雄》
《陆垚知马俐》
《谁的青春不迷茫》
《驴得水》《半个喜剧》
《驴得水》《半个喜剧》
《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
《28岁未成年》
《情圣》《情圣2》
《情圣》《情圣2》
《小门神》《阿唐奇遇》《猫与桃花源》
《神秘世界历险记》系列
《消失爱人》《闺蜜2》
《快手枪手快枪手》《宫锁沉香》
《冰河追凶》
《一句顶一万句》
《一切都好》
《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人潮汹涌》
《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
《长江图》
《羞羞的铁拳》
《乘风破浪》《飞驰人生》
《大闹天竺》
《悟空传》《古董局中局》
《空天猎》
《绣春刀2》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喜欢·你》
《二十二》
《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
《解忧杂货店》
《十万个冷笑话2》
《十万个冷笑话2》
《绝世高手》
《大护法》《大护法2》
《闪光少女》
《黑白迷宫》《大师兄》
《嘉年华》
《提着心，吊着胆》
《八月》
《后来的我们》
《一出好戏》
《超时空同居》
《无问西东》
《李茶的姑妈》
《幕后玩家》
《来电狂响》
《胖子行动队》
《天气预爆》
《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
《云南虫谷》
《风语咒》
《昨日青空》
《龙虾刑警》
《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
《泡芙小姐》
《为你写诗》
《生活万岁》
《哪吒之魔童降世》
《流浪地球》
《白蛇：缘起》《白蛇2》
《最好的我们》
《“大”人物》
《两只老虎》
《受益人》
《喊·山》《宠爱》
《一生有你2019》
《铤而走险》
《送我上青云》
《回到过去拥抱你》
《四个春天》
《过春天》
《平原上的夏洛克》
《春江水暖》
《第一次的别离》
《上海上海》
《拓星者》
《姜子牙》
《姜子牙》
《妙先生》
《白蛇：缘起》《新封神：哪吒重生》《白蛇2》
《你好，李焕英》
《发财日记》
《温暖的抱抱》

中国电影导演新力量：

开拓新类型 注入新活力
■文 /本报记者 林琳

（下转第10版）

动画向来是年轻人的阵地，动画电

影也不例外。就在市场呼吁要有更多

非主打低幼年龄观众的动画出现的时

候，从 2015 年起，光线影业及其旗下名

为彩条屋的动画公司接连推出了《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

法》等更多面向成年观众的动画电影作

品。

2015 年夏天，由田晓鹏执导的《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公映，令业内没想到

的是，这部取材于《西游记》的动画，迅

速成为市场中的“爆款”，而近 10 亿的

纯国产动画票房纪录也一直保持到去

年夏天才被“哪吒”打破。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采用了好莱

坞的经典结构，东方的经典故事配合通

行全球的 3D 特效，东方神韵的武打设

计，把路人皆知的神话题材，拍出了温

暖世界的侠义情怀。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上映的《大鱼海

棠》和《大护法》均来自青年电影人（前

者出自梁旋、张春，后者导演为不思

凡）。

上述两部作品的票房虽然均不及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但他们给予市场

极大的信心，国产动画电影过去在题材

类型上较为单一的局面被有效改善。

与此同时，在北京更偏向北边的一

个艺术区中，一家名为追光动画的公司

正悄然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从 2016 年

起，追光动画先后创作了《小门神》、

《阿唐奇遇》以及《猫与桃花源》三部动

画电影。不过，市场对于这三部作品的

反映却不如追光人预期的那样。

但很快，追光动画便用一部《白蛇：

缘起》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2019
年初，由黄家康、赵霁执导的这部《白

蛇：缘起》投放市场后取得了约 4.6亿的

票房。影片讲述白素贞在五百年前与

许仙的前身阿宣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

爱情故事。

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类似，《白

蛇：缘起》同样对传统神话传说进行创

新，在展现“中国风”的同时，让故事更

加具有现代感。客观地说，虽然电影仍

存在不少可以改善的空间，但创新之余

不失故事本真，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动

画编剧的成长。

然而，中国动画电影更大的“爆款”

还在后面。2019 年暑期档，由饺子执

导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超 50亿的票

房不仅打破多项动画电影纪录，更成为

去年中国电影市场中最卖座的电影。

该片在传统故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既

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加入了

流行元素，让所要展现的文化更易于被

受众接受。它打破成见，强调自我的独

立性，更兼顾有隐喻的现实。而一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戳到了当下

年轻人的痛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丁亮执导的《熊

出没》系列成功接棒《喜羊羊》系列，成

为国内动画电影成熟品牌之一。而《风

语咒》、《昨日青空》、《罗小黑战记》等

由年轻动画电影人制作的影片也在不

断探索中国动画电影发展之路。

2020 年，会有更多由中国电影新

力量制作的作品公映，《姜子牙》、《妙

先生》、《新封神：哪吒重生》、《大护法

2》、《深海》、《熊出没·狂野大陆》等均

令人期待。

相比其他类型影片，剧情片、文艺片

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同时也能清晰地

展现一名导演的功力和世界观。正因如

此，剧情片、文艺片往往是青年导演“梦

开始的地方”。

早在 2002 年就开启导演生涯的韩

延凭借 2012 年执导的爱情片《第一次》

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但真正让大部分

普通观众记住这位 80 后山东小伙的是

他在 2015 年执导的励志剧情片《滚蛋

吧！肿瘤君》。

这部由白百何、吴彦祖领衔主演电

影根据熊顿的同名漫画改编，讲述了身

患癌症的熊顿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依

然笑对人生的故事。

在这部励志影片中，韩延集合了动

漫、武侠、惊悚等多种元素，通过交叉剪

辑，在浪漫幻想与残酷现实之间来回切

换，传递出面对疾病乐观向上、面对生活

积极勇敢的态度。

正是这些新颖的处理手法，让韩延

一下子进入了5亿票房的导演行列。在

当年，《滚蛋吧！肿瘤君》票房和口碑双

丰收，同时也为韩延的导演事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三年后，韩延推出他的新作《动物世

界》。本片改编自日本漫画《赌博默示

录》，讲述了郑开司因偿还借款，参加一

场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并生存下来的故

事。相比原作，《动物世界》中的郑开司

有了女友和妈妈的羁绊，这些细节的铺

垫，都让郑开司在之后面对利益和情感

的选择时，增添了戏剧张力。

更重要的是，该片以特效作为卖点，

片中千奇百怪的怪物造型，以及各种动

作场面，也彰显了韩延对于电影的掌控

力。《动物世界》在激烈的暑期档上映，最

终票房突破5亿。

如今，韩延正在筹备新作《西游记真

假美猴王》，从透露的信息看，该片的特

效仍是一大看点，对于人们熟知的《真假

美猴王》，韩延将用他的天马行空为其注

入新的活力。

在过去的几年中，忻钰坤用《心迷

宫》和《暴裂无声》两部作品得到了业内

的认可。

忻钰坤的作品虽然没有很强的商业

属性，但不失为“好看”的影片。这部带

有悬疑元素的《心迷宫》是一部地地道道

的小成本影片，讲述了中国某偏远村庄

里，因为一具莫名出现的尸体而引发的

一连串离奇怪事。《心迷宫》采用的肩扛

摄影、单机镜头在不同的人物之间移来

移去的手法。这不仅可以快速视角转

换，让观众会一直把重心放在演员身上，

而且因为调度起来非常快，可以降低制

作成本。资料显示，《心迷宫》用了26天

拍摄完成，制作成本不足200万，但影片

票房最终1000余万。

《心迷宫》中，忻钰坤用较为复杂的

叙事结构，将三组故事因为一口棺材被

串联起来，可独立存在又互有牵连，巧合

中带着些许黑色幽默，展现了大时代背

景下的小人物命运。

2018年，忻钰坤执导的《暴裂无声》

公映，最终票房 5000多万。该片围绕一

个孩子的失踪展开，讲述矿工父亲追寻孩

子踪迹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身份的人物塑

造，延展出中国真实的面貌。不同于《心

迷宫》悬念迭生的叙事铺垫，《暴裂无声》

没有过多地追求悬疑感，而是透过人物行

为和关系的呈现，解构出深层次的意味。

毕赣，中国观众第一次认识这个爱

用长镜头的大男孩是从《路边野餐》开

始。在这部处女作中，毕赣讲述了一个

生活在贵州凯里的乡村医生，为了寻找

侄子，来到陌生的小镇，在这个亦真亦幻

的小镇中，他与逝去的爱人在一个神秘

时空获得重逢的故事。除了 42 分钟长

镜头的长镜头，毕赣创造了一种强有力

的新魔幻现实主义，在电影美学上进行

大量尝试。

2018年的最后一天，毕赣自编自导

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与观众见面。该片

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重回贵州故乡，开

始一段寻找 12 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

影片中更是有一段长达 60分钟的 3D长

镜头。自从决定 3D 长镜头这一拍摄方

式后，毕赣就开始研究如何用技术实现，

他和策划甚至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关

于3D的论文。为了这个镜头，他们提前

准备一个月改造场景、布光，光是排练都

分技术排练、演员排练、带灯光排练等。

有评价认为，《地球最后的夜晚》是

一部有着明显导演个人风格的文艺片。

该片并不着重于故事性，它打破了线性

叙事，时间轴参差错落，回忆和现实相互

交织。可以说，这部电影最大的演员是

导演毕赣。虽说影片近3亿的票房和彼

时的营销关系很大，但毕赣在电影美学

方面进行的大胆尝试，更值得褒扬。

对于美学上的探索，杨超在《长江

图》中同样做了大量尝试。这部魔幻现

实主义影片讲述了发生在长江上两个时

空交错的魔幻爱情故事。杨超刻意弱化

了故事情节，整部电影主要用概念化的

隐喻和某种特别的情绪贯穿。

在过去的几年中，《八月》、《四个春

天》、《过春天》、《平原上的夏洛克》、《二

十二》、《生活万岁》、《大河唱》等都出自

中国电影新力量，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

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源来进行创作，

有些是记录自己的亲人，有些甚至请家

人来帮忙出演，但均尊重艺术的规律，遵

循自己的内心，用最大努力创作出一部

部诚意之作。

在 2020 中，电影市场中还会看到

《春江水暖》、《第一次的别离》、《上海上

海》等更多青年电影人带来的文艺剧

情片。

◎剧情片、文艺片，青年导演“梦开始的地方”

◎动画电影，中国电影新力量崛起的又一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