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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迈克尔·费舍尔的说法，经过百年

的演绎发展，电影已然成为“一个将文化与

社会的模式、戏剧性、困境和进程全都外部

化的空间，以至于社会可以透视自身并反

思自身”。在今天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

时代，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两年多的困

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发生着

深刻而又隐秘的变化，电影的价值和社会

位置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如果说观

赏电影原来主要是一种兴之所至的消遣娱

乐，一种随心所欲“规避现实”的方式和空

间，那么在经历了一长段时间“足不出户”、

“足不出小区”的痛楚经历后，重新走进电

影院就有了些“非凡”的意义，甚至多少有

一些奢侈、放纵的感觉了。可以说，电影自

面世以来，除了战争年代，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离观众这么“远”，与观众这么“生分”，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与观众倾心

“对话”、与社会一起恢复成长。因此，疫情

后的电影更多是一种精神抚慰的出处，一

种心绪排遣的通道，一种社会交际的窗口，

它需要走进社会的生活，嵌入观众的心绪，

更多更实在地和观众形成共情共鸣和共

振。或者说，萎靡跌落、渐行渐远的电影只

有力争把大众关心的话题当作自己主导的

议题，把自己选择的议题化为社会公共的

话题，努力推出一批具有高影响力和号召

力、高议题度和话题度的作品，才可能浴火

重生、凤凰涅槃，重新获得关注度和生

命力。

当然，“话题”一定是多元纷呈的，而我

觉得有两点尤为重要：

一是真切性。以往，人们只是在灾难

和科幻电影中看到过各种各样的“悲催”景

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将方舱隔

离、病毒消杀、亲人分隔、群体恐慌等难堪

和窘迫一股脑儿地摆放在人们面前，像一

颗颗重磅炸弹，对人的精神情感产生持续

冲击。人们从来没有像眼下这样忧心忡

忡，切身体验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受生活的

不安全感。而要消化和沉淀这些影响的后

遗症，不仅需要相当长的时日，而且需要更

多的共情努力。依照过往的历史经验，在

灾难发生之时和之后的一长段日子里，人

们一般更希望看到的是关于爱，关于生命，

关于人类相濡以沫、合力战胜苦难的故事

和作品。这就对电影创作提出了新的建构

和要求，也为电影表达提供了新的内容和

形式。拥有话题性，才能赢得共鸣；具备真

切感，才能打动观众。所以，电影创作一方

面应该积极遵从观众这种自然的心理愿

望，着力追踪和表现“大真、大爱和大美”，

满足和顺服观众的心理走向和观赏体验；

另一方面，观众的观看需求和观赏心理也

会反过来规约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使“患难

与共、苦难辉煌”在银幕上得到更多的确认

和展示。我们注意到，疫情暴发以来市场

反响强烈的影片，大多是具有话题共同性

的，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电影创作亦成

为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电影艺术的重要选

项之一。抗疫题材的电影《中国医生》，如

实地记载了疫情对于社会日常生活的剧烈

冲击，还原了观众在疫情中曾经的心路历

程，牵动了人们的神经，受到大众的追捧，

最终获得 13.28 亿元的票房。紧随其后的

《穿过寒冬拥抱你》，则以普通人的视角，着

力表现底层百姓守望相助、真挚动人的抗

疫故事，也以较小成本的投入，获得近10亿

的票房——贴地运行和真实真切，成为影

像和观众新的连接点，也使它们的市场回

报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点。

对话就不能自说自话，就需要理解和

沟通。由此可见，如何选择和确认话题，或

者说用什么姿势和态度再造影像，对疫情

之后电影创作有着巨大的意义，而真切性

成为这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处。恰如托尔

斯泰曾强调的：真诚，即创作者对所描写之

物要有真切的亲身感受。没有这一条件就

不会有任何艺术作品，因为艺术的本质在

于以作者的情感去感染艺术作品的接

受者。

二是超越性。话题要成为“共同”，并

不只靠真实和真切，超越性同样重要。疫

情作为“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酿

成的危害“惨不忍睹”，留下的情状“满目疮

痍”，但只有当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解读它

们，并尝试赋予准确的解析，将其提升到理

性认知高度时，它们才会成为日后生活的

经验，才能升华为人类精神的财富。用一

句当下时髦的话来表述：拂去蒙在生活表

层的尘埃，才能见到历史的本真；新的开端

必须基于对过去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也

许，这正是本次疫情留给我们的特殊价

值。因此，疫情后的电影创作不能只停滞

在对于苦难的展示，对于伤痕的抚摸，甚至

不能满足于感伤情绪的释放和宣泄，而必

须有更自觉的担当，通过共同话题的设置，

引导人们尽快从创伤的记忆中摆脱出来，

更好地感受和理解生命的意义，积极应对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

滋养和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不只以追逐

技艺为宗旨，热衷赶制吸纳眼球的视觉盛

宴；不只以商业为标的，简单模仿曾经在市

场上成功过的类型，而应在密切呼应现实、

勇于触摸民声先兆的基础上，努力包容和

沉淀更多时代的回声，弘扬超越生命过程

的社会人生价值。同时，积极开拓艺术的

精神疆域和表达空间，实现影像与观众的

共同成长，变危机为契机。

自然，超越性的确证并非唾手可得，它

必然对创作和生产者的视野、能力和格局

提出很高的要求，在当下整个行业疲惫不

堪的情境下尤其难能和难为。但是直白浅

陋、急于求成行不通，迎合逢迎只能适得其

反。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过不少前

车，一说逾越就失本真，一提要义就撒“狗

血”，牵强附会、南辕北辙，教训太多太深刻

了！价值观一定是内生的，超越性必须是

蕴藉的，非全身心投入，不深耕细作，生活

的意义和价值很可能被遮蔽。尤其是疫情

肆虐之后，社会的整体语境愈加多元和纷

呈，只有前俯才会附身，只有贴地才能感

应，敷衍不得，取巧不得。正如学者饶曙光

所讲：“需要我们电影创作者在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过程中，不断有新感受、新发

现、新探索、新表达……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和方式，让观众跟着你走、认同你的表达、

认同你的价值观，永远是电影创作和生产

的硬道理。”

疫情之后重振电影市场的若干思考
■文/ 李建强

当下，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给我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有些地方的影院在2020年被迫关闭180天之后，今年3月以来又

遭遇了第二轮关闭的“新痛”。但疫情终将过去，生活总要恢复正常，疫情后的中国电影怎样恢复市场，怎样有效促进需求、保障供给和带动预

期，怎样把观众重新请回电影院，是我们必须提前加以谋划和计议的问题。

疫情后电影市场最大的困顿可能是：

电影还在，但观众散了。前不久和业内几

位朋友交流，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最大

的担忧是观众队伍的消解，是观众对于电

影预期的减弱。如同国家整体经济市场

一样，信心比黄金还重要，预期将决定发

展的后势。因此，如何提升观众的消费意

愿，修复受损的消费场景，稳住消费服务

市场主体，减少疫情对消费持续发展的影

响，已成为恢复电影市场的重中之重，迫

切需要相关多方作出巨大的努力。

先说资本。在疫情期间，上游的制片

产业无法运作，剧组停工、项目流产；下游

影院关闭，几近停滞，一些资本就此抽回

和撤离，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合理性。在

恢复过程中，怎样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

保障和吸引各种资本回归本位，需要有新

思路和新作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些

国有电影企业（包括国家队和地方队）由

于受限多、包袱重，长期处于只贴牌、不投

资的状态，如今如何转变定位，如何回归

主场？一些民营资本怎样审时度势，在克

制野蛮生长冲动的习性后重新进场？当

务之急是完善“国家队”领衔、国有资本、

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同心合力、相辅相成

的投资体制，建设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

增加资源投入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注

重配置各种社会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

率，力求做到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

有方向，使得国家队、地方队、民间队相互

补充，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调动各种

生产要素活力和红利，进而确保电影投资

体制始终充满活力。这是一个迫切需要

花力气研究和推进的大课题。

国外有益的做法颇值得参考。法国

是 2020 年新冠病毒大流行防疫封锁后最

早重新开放电影市场的国家之一。2021
年，该国对传统电影制片的投资同比增长

了 75%，达到 13.7 亿美元（合 13 亿欧元），

意味着比 2019 年疫情前的水平增加了

19%。与此同时，在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登

记的故事片制片数量同比增长 43.5%，达

到 340 部，高于 2020 年的 237 部和 2019 年

的 301 部。 解析他们的主要经验：一是政

府支持的保险计划，二是有效的行业资

助，三是国际电影节的带动。

再说营销。影片的营销和投放之所

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影片

的“上座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也涉及到

影片思想艺术价值的实现程度暨社会效

益的兑现 。特别是面对当下电影观众

大量流失的困窘，它的意义更为重大。

重振电影市场，需要对整个营销和投放

进行变革与迭代。必须指出，由于互联

网、大数据的介入，常会把我们带入算法

和技术装置的陷阱。各种各样的智库、

数据不胫而走，智能当道，算法风行，殊

不知在算法技术主导下，新的误区和陷

坑也可能接踵而来，表面上你在操作智

能，享受数据自动生成的便利，实际上可

能是你在被算法技术所操纵，成为算法

的“囚徒”。精神生产和消费不可能是恒

定的，完全迷信自动化的数据分析，没有

主观能动性的自觉加入，将可能是非常

危险的。要掌控营销和投放的主动权，

增强供应链黏性，必须将传统经验和现

实要求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地研究观众

心理和社会发展的走向变化；必须有勤

于和勇于开拓的意识，既积极促进营销

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又高度重视人的感

受、人的经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协

作；在充分利用新工具新技术带来发展

红利的同时，因时、因地制宜地推出系列

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强的新举措。

前不久，看到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变身

露天电影院，让 1700 名观众吃着冰淇淋

看电影；我国《出拳吧，妈妈》的导演唐晓

白进行宣传直播，与 30 万名观众在线上

交流，然后开着房车一途路演，带着电影

找观众，创造出各种新的独特的营销方

式。倒不是说，这些形式一定就好，而是

说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规的思路和行为

方式，要善于创造一些新的应用场景，利

用一些新的介质渠道更及时更便捷更有

效地把宣发和营销覆盖到更多消费者。

只要念想还在、预期尚存，市场就会孕育，

观众还会汇聚。

其他如发行渠道、影院经营、档期策

划、口碑效应等课题，都应纳入重振电影

市场的探究范畴。限于篇幅，本文将其罗

列提出，希望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

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大片对于电影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在

近年表现得尤为明显。2020 年暑假，因为

疫情肆虐而停滞半年的影院终于得以复

工，一时人心浮动，前景莫测，《八佰》一

骑红尘，成为国产电影的开路先锋，大大

提振了中国电影的信心。在全球电影步

履艰难的情境下，它的横空出世，犹如给

世界电影打了一针强心剂。同样，2021 国

庆档的《长津湖》一鸣惊人，票房突破 57
亿元，观众人次超过 1.2 亿，一扫疫情复燃

的阴霾。电影业这两次起死回生，让我们

愈发真切地感受到了大片的“虹吸效应”

和“马太效应”。正是它们的有力带动和

强势推进，使我国电影市场较快摆脱了因

为疫情而一度萎靡的态势。不久前，《“十

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出每年推出

10 部左右电影精品力作、50 部左右票房

过亿元国产影片的要求，无疑是十分必要

和适时的。在近年起伏不定的市场动荡

中，正是头部电影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因此我以为，在疫情后恢复电影市场的过

程中，大片的观念要走强坚守，大片的数

量要持续扩大，不仅每年规划 10 部电影

精品力作，而且要争取做到 15 部至 20
部。只有不断有头部和精品电影牵引，全

国八万多块银幕、一万二千多家影院才能

仓廪实，衣食足，没有后顾之忧，观众的队

伍才能不断稳固和扩大，夯实产业的

根基。

近年来学界对于大片独领风骚、鹤立

鸡群的现象颇多担忧和批评，认为电影的

发展不能寄望于《长津湖》这样高概念、大

投入、大题材的作品，更要有两条腿走路、

多点开花的洞悉和谋划。这无疑是十分

正确并具有战略价值意义的。但我以为，

在疫情之后的重振时段里，我们一定要坚

持实事求是，切不可一味拘囿于“理论正

确”，简单用“普遍正确”的概念覆盖特殊

时期的策略选择。大片作为疫情后恢复

电影市场最重要的抓手，其作用和地位不

可替代。正向的例证已如前说，反向的案

例也信手拈来。以今年刚过去的“五一”

为例，整个档期我国电影市场仅有 2 部新

片上映，且均属中小成本制作，结果蜻蜓

点水、无声无息，单日大盘产出只有千万

元左右，档期产出票房不到 3 亿元，远低

于往年正常水平，观影人次则环比下降了

百分之八十以上。造成这种颓势，自然有

疫情影响的原因，缺少有号召性的拳头产

品也难辞其咎。

国际电影市场的走向同样值得重

视。以北美市场为例，在 5 月初开启的

2022 年暑期档，“每周都有一部大投资电

影上映”，整个业界摩拳擦掌，试图恢复市

场的正常状态。漫威的《奇异博士 2》先

行一步，5 月 7 日一个周末，北美票房为

1.85 亿美元，目前全球票房达 9 亿美元，

成为今年全球票房最高的影片。接下来，

派拉蒙的《壮志凌云 2：独行侠》，环球影

业的《侏罗纪世界 3》，皮克斯/迪士尼的

《光年正传》，环球影业的《小黄人大眼

萌：神偷奶爸前传》，以及漫威/迪士尼的

《雷神 4：爱与雷霆》紧随其后。发行商们

不无自得：“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

第一次发行一部又一部延迟上映的大投

资影片”，再加上之前已上映的《蜘蛛侠：

英雄无归》、《新蝙蝠侠》、《007：无暇赴

死》、《欢乐好声音 2》、《神秘海域》等，大

片带动保障供给的策略初见成效。

由此我想强调，疫情后重振电影市

场，短期靠大片，中期靠结构，长期靠观

众。也就是说，因为大片自身的投资、造

势规模和裹挟的社会影响力，对于短期内

重塑电影对于观众的关注度和吸引，较快

地把观众请回电影院举足轻重。这不是

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而是重建观众消费

需求和习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一个丢弃

不得的法宝。在电影几乎已跌入谷底的

情势下，短线重磅突进，中长线相随跟进；

先图生存，再谋发展。这既是策略性的考

虑，也是战略性的选择。对此，我们需要

有特别清醒的认识，任何犹疑和徘徊，都

有可能使我们贻误战机和陷入困顿。与

此同时，我们当然要格外注重结构，为其

他数量庞大的中小制作成本电影探寻新

的发展途径，以维持整个电影行业的生态

平衡、生态优化，增强电影产业的多元化、

良性化发展，为中期电影市场的趋稳发展

创造条件。而只有生成和造就大批忠实

的观众，把观众队伍和营盘搞得壮壮实实

的，中国电影才会迎来长期持续的繁荣

发展。

抓好了短期，才可能伸展中期；盘活

了中期，才可能迎来长期。在这里，短、

中、长期的排序，其实只有动态的取舍，没

有绝对的分野；只有轻重缓急的酌量，没

有厚此薄彼的权衡。

◎共同话题激发需求

◎大片带动保障供给

◎多方合力引领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