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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上接第4版）

本报讯 由德国、卢森堡、爱

尔兰金牌制作班底倾力打造，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译制的合家欢动画

《诺亚方舟漂流记 2》将于 4 月 8
日全国上映。该系列第一部在

2016 年上映，取得很高的口碑，

时隔六年，续作推出，这让很多

观众兴奋不已。续集除了第一

部中的角色外，还将出现来自海

底城的众多惊喜角色，构建起更

宏大的世界观。一大波史前萌

物再次欢乐来袭，就此展开一场

全新的冒险故事。

终极预告来袭

上演“萌物总动员”

《诺亚方舟漂流记 2》此次释

出的《终极预告》信息量十足——

诺亚方舟漂流在海上，数周都看

不到陆地，连续行进了 147 天的

动物们已经对航海生活产生了厌

倦。象鼻兽戴夫和山猫海泽尔

被任命为厨师长，方舟的食物储

备即将被耗光，食肉动物和食草

动物之间脆弱的和平随时可能

被打破。与此同时，戴夫的儿子

象鼻兽芬妮和海泽尔的女儿山

猫利亚连同船上最后的食物一

不留心从方舟上跌入大海。利

亚和新朋友果冻飘到一座岛屿

上，而芬妮落入一个被火山威胁

的同类部落里……第二部依旧保

持了前作的风格，众多小动物主

角讨喜又可爱。在《诺亚方舟漂

流记 2》中，象鼻兽芬尼、山猫利

亚、狮子船长等动物需要在危机

来临前，寻找新的藏身之所，方舟

登岛，火山突然爆发，他们意外来

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海底城，开

启全新的冒险。

点映口碑“爆棚”

超萌治愈合家欢

“很可爱很治愈啊，这个电影

里每个动物都是平平无奇的建筑

小天才吧。全程Carry的象鼻兽太

厉害了，鸽子好惨，结局仿佛已经

看 淡 鸽 生 甚 至 笑 对 鸽 生 ：“Oh
yeah！”、“这是一部能为孩子留下

美好回忆的动画电影，童心满满！

小朋友看的是国配版，她看得挺欢

乐的，那个傻乎乎的河马最好笑，

是一部精彩、温情又欢乐，集笑点

和泪点于一身的好片子。”——影

片《诺亚方舟漂流记2》在清明小长

假期间进行了小规模超前点映，看

过点映的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

友纷纷表示了对影片的喜欢并分

享自己印象深刻的片段和角色。

超萌、好治愈、无厘头好搞笑、惊喜

有刺激等印象之外，还有观众表示

超萌动物不仅带给观众一场充满

爱和勇气的欢乐冒险之旅，还呈现

给观众一个动物版的百科全书。

让那些史前动物，濒临灭绝，或已

经消失在世界上的动物重新回归

大众的视野中，唤起观众对动物种

类的好奇心。不仅如此，影片制作

也进行了全面升级，色彩的运用给

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凸显出欢乐

的影片风格，通过轻松逗趣的形式

表现亲子之间的温馨治愈情感，朋

友之间的友谊以及面对困难该何

去何从的勇气。

预售强势“开闸”

共赴冒险新副本

《诺亚方舟漂流记2》将凭借独

具特色的精致画面与暖心欢乐的

冒险故事为大家带来一场高质量

的视听盛宴，观众们也将在影院中

与众多角色共同度过一段幸福时

光。他们能否在危机到来前找到

藏身之所，又将在方舟外经历怎样

的冒险，届时到影院一探究竟吧！

目前影片预售已全面开启，即可购

票抢占观影黄金位置！4 月 8 日，

共赴全新冒险之旅！

《诺亚方舟漂流记2》发布终极预告
4月8日上演“萌物总动员”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内将有《遇见你

之后》、《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遇见

你》、《暗恋·橘生淮南》、《可不可以不要离

开我》、《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念念相

忘》、《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等 20 余部

爱情片上映。

从题材上看《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复

合了喜剧题材，类型上具有差异化，在一二

线城市贡献上占比会更高一些，其他待映

爱情电影普遍为“爱情+剧情”或“爱情+青
春”，题材类型上暂未看出过多差异。

从片名和内容上来看，《我是真的讨

厌异地恋》、《暗恋·橘生淮南》分别聚焦了

“异地恋”、“暗恋”，具有一定的记忆点。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讲述了两对情侣

克服远距离阻碍奔向彼此的动人瞬间，精

确展现了当代年轻异地情侣对相聚的渴

望与执着。而《暗恋·橘生淮南》是电影

《最好的我们》的续篇，根据八月长安同名

小说改编，小说曾被读者誉为“最好的暗

恋文”。影片所讲述的暗恋，起于儿时的

一次偶遇，少年时期的默默竞争，大学的

意外重逢，洛枳对盛淮南十几年的追

随……

而在主创阵容上，《念念相忘》由刘浩

存、宋威龙主演，《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由任敏、辛云来主演，《暗恋·橘生淮南》由

张雪迎、辛云来主演，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档期选择上，《我是真的讨厌异地

恋》、《遇见你》两部影片竞争五一档，《暗

恋·橘生淮南》、《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竞

争“520”档期，《念念相忘》、《我们的样子

像极了爱情》则竞争七夕档期。

刘振飞认为，选择热门档期上映能够

收获更高的关注度、但同时也要投入更高

的宣发费用。而《遇见你之后》选择 4 月

15日这一周末，《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选

择 6月 24日中考后的档期，这几部影片独

辟蹊径，选择了非热门档期。“这样的档期

选择，在竞争环境上更为宽松，但缺少热

门档期的关注度，就更加考验自身的营销

和质量。”

爱情故事在电影中的存在，往往承载

着比较厚重的社会时代主题和文化内涵，

而很少以纯粹爱情的面貌出现在电影中，

比如，《爱情麻辣烫》、《云水谣》《独自等

待》、《爱情呼叫转移》等；比如张艺谋导演

的《我的父亲母亲》，用诗意、浪漫、抒情去

表现一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再比如，2018
年，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在

大陆市场拿下来 13.61 亿的票房，排在当

年华语电影的第六位。这部电影在创意

阶段，实际上刘若英欲将其打造成了一个

小清新的爱情片。但电影的联合出品人

和监制张一白给刘若英提出建议，加入了

“北漂”、“春运”等现实烙印，而这种改变

让电影和大众建立了更紧密的情感关系。

从这些等优秀的国产爱情片中可以

看到，要想创作出经典的爱情片，不能只

谈爱情，还要用直面当下、反观历史等不

同角度来诠释爱情、展现爱情。因此，要

想真正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就要和更大基

数的大众产生共鸣，其关键就在于主创团

队要有更丰富的阅历和“慢工出细活”的

工匠精神。

爱情是一个代表真善美的永恒的主

题，但爱情本身却是有阶段性的，也带着

时代的特点。一部好的爱情片，除了能够

描写出爱情的美好之外，还要能折射出背

后的时代痕迹和审美潮流。

◎热门档期提供观影动机 口碑发酵依靠内容质量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

们开始注重“仪式感”，对各种各样的节日

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此背景下，为了迎合受

众心理，也“产生”了一系列“人造档期”，比

如，“520”、“情人节”、双十一、七夕等，而选

择在这些具有爱情元素的档期内上映，几

乎成了爱情片的不二选择。

刘振飞认为，电影本身具有强社交属

性，而爱情电影的核心受众是年轻男女，在

“520”、“214”、七夕，包括圣诞档、跨年夜上

映爱情电影，从市场逻辑上来看，自然是具

有题材和受众优势的。

另一方面，基于电影的强社交属性和

爱情电影本身具有强情绪的可营销性，近

年在情侣档期上映的爱情电影越发注重对

于观影仪式感的营造，这自然也会为观影

决策带来额外的观影动机。刘振飞说，但

是我们也会发现，选择在情侣档上映、打造

仪式感的爱情电影，一部分会出现档期过

后票房走势不佳、甚至节日当天票房占比

远超 30%的情况。这其中自然有情侣档期

已“消化”目标受众的客观情况，但也确实

提醒了行业，社交属性、仪式感等运作，终

归是额外附加的观影动机，想要影片整体

走势健康持续，终究要围绕影片内容本体。

从今年的电影档期来看，2 月 14 日上

映了三部爱情新片，5 月 20 日也已有《暗

恋·橘生淮南》、《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以

及包含爱情题材的《爱犬奇缘》三部影片待

映，8月4日七夕档同样有《念念相忘》、《我

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她的爱情》三部爱

情电影将上映。

刘振飞分析称，在为期一天的情侣档

期中，当日大盘会释放出显著的档期红利，

但红利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头部影片。如果

多部同类型影片同档期竞争，能够取得大

部分档期红利的仍是热度最高的一部电

影。情侣档期爱情电影在市场排映和观众

选择上都会有一定倾斜，“但是过往经验也

告诉我们，情侣观影也不一定唯选爱情电

影，避免高度同质化、形成内容差异性，丰

富观众的观影选择，才能促进档期的持续

发展。”

饶曙光认为，“520”也好，“214”也好，

或者是七夕也罢，其实就是给观众一个走

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充分的理由。爱情片选

择在这样的时间上映，更多的还是引发观

众的关注，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激发他们走

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欲望。

业界人士表示，特供档期式电影，容易

引发观众的冲动消费，特别是特殊节日的

仪式化消费。观众的这种心理可以引发一

时的票房，但影片的口碑发酵和长尾效应

还是需要依靠电影的内容质量。

◎触及观众心灵引发共情才是核心

过去的十年，出现了一批如《北京爱

情故事》、《匆匆那年》、《后来的我们》、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叫好又叫座的爱

情片。值得注意的是，国产爱情片虽然

产量不低，但是这个类型的系列电影却

比较鲜见，较有知名度的仅有《北京遇上

西雅图》系列、《前任》系列。

从类型来看，《前任》系列都是“喜剧+
爱情”的复合类型，在创作层面上就考量

了爱情单一题材受众具有局限性的问题，

从而降低了影片的观影门槛；另一方面，

影片在策划阶段采用了市场调研的创作

方法，为了解观众做了充足的功课。刘振

飞举例说，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成片中，对

于情侣中常见的“爱与不爱都太明显”、

“男生女生分手后的相同和不同”、“分手

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等内容，都有很具

体的描写，包括沿用当时年轻人惯用的社

交方式和游戏形式，从细节上也让观众产

生更多的代入感；基于内容上充分的表

达，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真挚强烈的情感

表达。

而《前任 3》中吃芒果的桥段适逢短视

频渠道的兴起，影片借助了该渠道强情绪

的传播特点，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

论。对此，刘振飞认为，强情绪的传播是

结果，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影片在表达强

情绪前做的扎实的内容铺垫。当有十成

力度的内容作为铺垫时，哪怕只做七成的

情感倾泻，也是十足动人的；而如果只有

七成的内容铺陈，就做十成的情感宣泄，

观众便会缺少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饶曙光认为，《前任》系列能够取得比

较大的成功，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娱乐

环境是相适合的，它给我们的经验就在于

爱情片应该给当下的观众群体、主流观众

群体能够有更多的共同性的话题，能够引

起更多的互动，达成更大层面的共情。

◎用工匠精神书写真善美的爱情故事

本报讯 日前，由广东省电影局指

导、南方文化产业智库旗下的南方影

视产业研究中心编写、南方日报出版

社出版的《2020广东电影产业研究报

告》正式出版发布。

作为全国第一票仓，广东电影产

业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历了受损、

复苏。针对这一产业特征，《2020 广

东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整合2020年广

东电影产业中市场、影院及院线、生产

与创作、技术、基地、教育等环节的年

度数据、发展情况，梳理行业自救、管

理部门纾困方针，为广东电影产业转

型升级提出路径建议。

2014年至2020年期间，广东连续

出版电影年鉴，记录全省电影年度发

展情况。《2020 广东电影产业研究报

告》在以往年鉴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编写方式，进行数据分析解读、产业特

征归纳，并梳理产业发展路径和趋势，

为广东乃至全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

据了解，《2020 广东电影产业研

究报告》正式发布后，南方影视研究中

心将在广东电影产业报告的基础上举

办发布及研讨活动，聚焦广东及粤港

澳大湾区电影产业发展。相关数据内

容（免费版及商业版）也将于近期在

“南方+文创”频道分批推出。（支乡）

聚焦产业“智”撑发展
——《2020广东电影产业报告》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