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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出圈！

排片第一、票房第一、场均观影人次第一，

截至2月12日记者发稿时，上映八天票房突破

25亿，平台预测票房超过50亿！

国际知名导演卡梅隆微博发声，“希望《流

浪地球》的太空之旅顺利，也祝中国的科幻电

影之旅好运！”

《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电影工业加入太

空竞赛”，称赞《流浪地球》代表了中国电影制

作新时代的黎明。

内容端开山辟路的创新来之不易，发行端

着眼于前瞻性、成长性的消费引导同样不可忽

视，特别是在每个0.1%的排片都炙手可热的春

节档，从单日不足10%的排片到单日超过30%
的市场空间，《流浪地球》的“实力出圈”，凝聚

了中影股份、北京文化等发行方独到的眼光、

不懈的坚持和众志成城的努力。

对发行端而言，不辜负一部好作品，意味

着全国超过 6万块银幕的资源洽谈匹配、意味

着不同梯次市场的逐级启动，也意味着尊重既

有档期和消费习惯基础上的投放策略探索和

消费引导……

作为今年春节档的标志性作品，中影股份

为标记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硬科幻《流浪地

球》匹配了什么样的“硬核发行”？让我们先来

看看电影：

《流浪地球》来自中国当代科幻第一人刘

慈欣的小说，片中为了应对太阳晚年的氦闪现

象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人类规划了历时2500年

的逃亡计划，带着地球去流浪。计划分为刹

车、逃逸、流浪等五步，延续100代人……

大银幕之外，电影《流浪地球》的第一出品

及主控发行方中影股份，与出品方之一，同时

也是主要联合发行方北京文化一起操盘，根据

影片本身特质、竞品影片动向、春节档场次排

映特点及各级城市观影习惯早早为影片规划

了“长线推介、校园路演及13城看片、产业链护

航、市场分级下沉、二轮路演”五位一体的硬核

发行策略，为影片锚定春节档前位，给观众带

去了一个更丰富、更充实的春节档选择。

长线推介

2018 年 4 月青岛看片会、9 月长沙看片会

强力推介，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推

介单元重磅推介。2019年1月“幕悦天山 致美

之约——CGS 中国巨幕推介会”上，《流浪地

球》隆重推介并放映CGS中国巨幕版，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亲赴《流浪地

球》影片推介会，与主要院线影院负责人座谈，

向他们推介影片。

“《流浪地球》是中影主投、主控的重点影

片，中影股份很早就开始着手影片的发行工

作，面向全国院线、影院展开了全方位、多轮

次、不遗余力的推介。”《流浪地球》主发行方、

中影股份发行分公司经理赖侁介绍。

时间回拨到一年前，每一次院线看片会、

重大电影节展……只要有院线、影院经理集结

的时刻，就有《流浪地球》的物料。与此同时，

中影股份还利用其新媒体矩阵，以及数字电影

发行放映平台对影片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覆

盖推送。

校园路演及13城看片

2018 年 12 月中旬左右，导演郭帆和刘慈

欣带着影片的预告片开启了电影的校园预热

之旅。出于对影片内容的自信，中影股份早早

启动了《流浪地球》在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

全国13个票仓城市的看片，此次看片覆盖区域

内全部院线、影院，满足了所有影城对内容的

期待。

全国13城路演由中影股份领导亲自带队，

1 月 11 日至 25 日历时 15 天，马不停蹄地走访

了 13个城市推介影片，组织当地所有院线、影

管、影院业务看片、映后交流。13城业务看片

后，影片一边倒的好口碑在业内迅速发酵并充

分传播释放，赢得社会关注，逐步成为舆论热

点。从市场反馈看，大年初一《流浪地球》全国

排片 11.4%，大年初二冲至 17.5%，大年初三

24.2%，大年初四开始排片超过30%。

“13个城市看下来，口碑一边倒地好！”赖

侁说，“路演让我们对电影非常有信心，相信能

在春节档影片竞争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产业链护航

作为中影股份 2019年度重点影片，《流浪

地球》在中国科幻电影类型开拓上的成绩有目

共睹，业内人士甚至发出为中国电影“趟出一

条路”的感慨。为了帮助影片更好地进入市

场、实现价值，中影股份集合全公司力量、依托

中影股份的产业链资源，以中影参控股院线和

中影投资影院为核心基础，同时借助中影股份

票务云平台渠道，以高于全国其他院线的标

准，为影片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确保好电影

观众看得到。

市场分级下沉

每年的春节档都对应着全年最大的返乡

潮，结合档期特点全面启动各梯次市场是发行

方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为此，中影股份结合多

年的市场经验和大数据分析，充分预估了一二

线城市返乡潮带来的电影市场下沉，并与北京

文化细化了不同梯次市场的逐级启动方案，联

动各级市场的渠道资源：

中影股份主控发行，统筹全国；发挥各院

线、影院投资公司的自主性，积极争取市场空

间；联合国影纵横等有区域影响力的终端联盟

型发行公司，进一步启动区域市场；联合发行

落地公司以点对点的方式具体落实执行；通过

有市场下探能力的排片公司，持续渗透到四五

线城市相对分散的影城资源；与票务平台合

作，全面启动全国市场。

大年初二启动二轮路演

除了映前的13城看片，发行方还细心安排

了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三的第二轮路演，“路演

走两轮，一轮对院线、一轮对观众”，确保影片

价值充分释放。

大年初二，导演郭帆和主演屈楚萧、MIKE
隋在成都开启了《流浪地球》的二轮路演，覆盖

成都、兰州、上海、苏州、广州、深圳等票仓城

市。通过主创和观众的面对面交流，助力《流

浪地球》口碑的充分释放。

大年初一，《流浪地球》18 个版本同步上

映，“数字 2D、数字 3D、中国巨幕 3D5.1、中国

巨 幕 3DATMOS、中 国 巨 幕 3DDTS:X、

IMAX3D5.1、IMAX3D 激光 5.1，杜比 Atmos3D、

杜比 Vision3D、13.1 多维声 3D、DTS：X 3D、

4DX、MX4D、D-BOX、4DMOVIE、4DM……”大

年初二，成都等 12 个城市的二轮路演全面启

动。《流浪地球》正开足马力，华丽绽放！作为

影片的主发行方，2019年中影股份也将以优质

的内容供给持续给你好看！ （木夕）

春节档“实力出圈”，
《流浪地球》的硬核发行五步走

《流浪地球》小年首映喜气冲天

路演时许多观众被影片内容打动

主创走进多所高校 成都路演现场

国产电影的整体性提升

随着影院建设的下沉，电影观影习惯的培

养，近年来的春节档逐渐替代了传统贺岁档，成

为国产电影的最大票仓。然而，每一年春节档

期，往往也都会出现票房和口碑分离、甚至两极

分化的局面，而且春节档期的电影可能会表现

出更加明显的“媚态”来争取更大多数的观众。

曾几何时，不少人为春节档的众多电影给出了5

分、6 分的低分，批评国产片制作太糙、创作太

俗、品位太陋、挣钱的功利心太迫切，吐槽电影

人除了要钱以外什么都不要……

但是，从去年开始，一批影片在明显改变着

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态度，从年初的《红海行动》、

《无问西东》到年末的《无名之辈》，还有《我不是

药神》、《一步之遥》、《江湖儿女》、《找到你》、

《影》、《暴裂无声》、《无双》《一出好戏》、《动物世

界》……，它们从一大堆滥竽充数的影片中脱颖

而出，无论是主题传达的深度，故事表达的完整

性、影像美学的强度、制作的精良度，既反映了

创作者的创作诚意，也体现了电影人的专业水

平，似乎中国电影在浮出海面，呈现出中国电影

的整体性提升。

今年的春节档，可以说将国产电影的这种

“整体性”提升趋势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去年的《唐人街探案 2》虽说意义不大但还有

趣；《红海行动》则后来居上，以“硬派”风格表

现小人物大英雄的故事赢得了口碑，但在《湄

公河行动》和《战狼 2》的身后，显得并不那么

姿态突出。而今年的春节档，虽然《新喜剧之

王》、《神探蒲松龄》等影片有些老态龙钟，但排

在票房前三位的《流浪地球》被誉为“开启了中

国科幻电影的元年”；《疯狂的外星人》将科幻

与喜剧结合，将人性、现代性和国民性的反讽

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下；《飞驰人生》则将赛车、励

志、成长、梦想、喜剧融为一体，为中国体育电影

开启了新路……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几部春节档影片在创

作水平和制作品质上都整体超越了前一年度。

观众在各个票务平台、电影网站对几部主要电

影的评分也大多高于过去。在中国电影资料

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组织的观众满意度

调查中，本春节档影片，满意度创历史新高。这

不能不说，中国电影的确不仅能挣“票子”，而且

也开始挣来“面子”了。

春节档的三部“扛鼎之作”

被称为中国硬科幻电影开拓之作的《流浪

地球》，应该说还是超出了观众和专家的预期。

地球流浪、太空拯救的想象在灾难片中独树一

帜。在刘慈欣提供的大故事格局下，视觉、节

奏、氛围、强情节推动力、特效质感，都达到了好

莱坞超级类型片水准。加上全球背景、人性框

架下的中国主体英雄设计，三代情、兄妹情、战

友情、青少年成长、父辈牺牲、家园情愫，把人性

与中国式人情融合在一起，“硬奇观”下还有“软

感动”。虽然因为影片诉求的过于复杂，多少限

制了其中的人物和人物情感的饱满度，也限制

了末日来临的人性和社会的审判深度，但依然

体现出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

识，不再是温故知新，而是知新温故，面向未来、

面向太空、面向科技，成为中国电影难得的风

景。影片中的人物塑造、部分演员的表演，包括

一些科学假定，以及中国救世主假定的过于外

露，都是影片中可以商榷和完善的地方，但影片

对大世界观的设定、叙事的流畅感、视听的完成

度、节奏的控制力，包括基于人道的英雄价值观

的传达，可以说都是中国幻想类电影往前进的

一大步。

《疯狂的外星人》则是一部充满表达欲望的

荒诞喜剧，是中国喜剧电影的新向度。足够的

喜剧梗和爆发力，让全场不时哈哈大笑。而外

星人假定带来的人耍猴，人被猴耍，把异类当

猴，把异类泡成猴，异类又把人当猴玩，几乎可

以说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百年寓言。故事

中，即便把世界都克隆到中国，耍猴和被猴耍的

故事也都还在继续，而且 C 国这样的“发达国

家”永远无法理解“China”的后现代荒诞。音乐

的反讽、台词的反讽、人设的反讽、经典桥段的

反讽、国粹的反讽、CIA的反讽、酒和孙悟空的

反讽，都意味丰富，难以言表；从制作层面来考，

CG与真人的结合也达到了新高度。这一切，都

表现出这一代导演已经从纯商业动机中走出

来。当然，也许正是表意的复杂和含混，以及主

要人物伦理性和价值观的模糊，使得这部喜剧

变得有些超出大众理解的门槛和精英解读的趣

味，以至于许多人在狂笑之后多少有些迷惘。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电影所产生的大社会语境

有一定感悟，这种表意的含混性也许就更加容

易理解。

《飞驰人生》则是一部几乎没有女性角色的

难得的体育类型片。影片中虽然可能有隐隐的

某些不明显的性倾向暗示，但整体上更着眼于

兄弟情、父子情和自我拯救。细节出彩，特别是

增加了冷幽默的喜剧性，但故事比较套路，人物

相对单薄，临近比赛翻车的偶然性也落入俗

态。最出彩的倒是飞向太阳的最后一幕，表现

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悲壮与浪漫，真正表达了当

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还热爱生活的那种英雄

气概。影片流畅和完整但并不给人太大的惊

喜，不过其很好的完成度也使得国产的体育类

型片在中国第一次突破了10亿票房的关口，远

远超过当年被寄予厚望的林超贤导演的体育片

《破风》。

关键词：突破

虽然人们都在纷纷谈论春节档的票房成绩

和观影人次的起伏，但是我以为，电影市场的表

现与电影价格体系的完善、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互联网文化提供的多样

性选择都息息相关，而从春节档的这些代表性

影片，看到中国电影整体上的突破似乎更加具

有产业意义：

第一、体现了国产片题材和类型的突破。

科幻片，特别是太空题材，对于中国电影来说，

不仅是工业水平和专业能力的考验，更是思维

能力、想象能力、设计能力的考验。中国人习惯

于循规蹈矩，执着于土地和房子，《流浪地球》将

中国电影、中国人、中国思维放到了基于一定科

学基础的全球、全宇宙、全人类视野，其空间和

时间的开拓性意义不言而喻；而《疯狂的外星

人》借助于“外星人”的“异类”假设，把荒诞喜剧

类型放到了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全球的语

境中，也是对喜剧类型电影的新突破；《飞驰人

生》借助于“赛车”运动，将体育题材进行了类型

片叙述，亦反映出中国电影的新努力。

第二、体现了国产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突

破。春节档几部电影，不再是紧赶慢赶的急就

章和作坊式的剧组行为，它们的投资规模过亿，

制作周期长达两三年甚至更久，集合了全球资

源，这种生产模式已经逐渐与国际工业电影的

投资规模、制作周期、资源配置方式接近，正因

为这样，才能让剧本、造型、拍摄、后期制作都做

到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故事更加完整，细节更

加丰满，空间环境和道具更加逼真，镜头设计更

加精准，镜头节奏更加紧凑、音乐录音更加完

善，这一切观众感受到的效果背后，体现的恰恰

都是电影工业化生产模式的结果。正是这种模

式，也为未来的春节档抬高了竞争门槛。

第三、体现了制作水平的突破。《流浪地球》

的太空和地球的设计，《疯狂的外星人》中外星

人的造型、动作、表情以及与真人演员和环境的

融合；《飞驰人生》中的赛车惊险动作的设计、拍

摄、剪辑、合成，可以说均展示出国产电影前所

未有的制作难度，但是这些影片都能够很好地

从技术上完成，并在美学上达成统一，标志着中

国最优秀的电影在制作水准上已经能够与国际

接轨。这对于中国电影整体水平的提升，有着

重要的带动性作用。

第四、体现了电影人的突破。本年度春节

档电影的“三驾马车”，主创人员几乎都是 70

后、80后电影人。郭帆、宁浩、沈腾、韩寒、徐峥、

吴京……他们几乎是与全球当代电影同步成长

起来的中青年影人。他们不仅对电影节奏、视

听强度、细节趣味、人物状态的把控都明显更加

现代、更加有逼真感和冲击力，而且他们也带有

更强的电影执念和理想。这一批电影人，既体

现了与时代、与世界接轨的美学追求，也体现了

他们要用电影来为自己赢得尊严、实现梦想的

电影观念。对于这批电影人来说，电影没有商

业万万不行，但只有商业也万万不行。用影像

去关注人、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人类，正在

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他们要用这种自觉来证

明自己做电影的价值。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

说，是最难能可贵的突破。

领跑“平庸的大多数”

当然，春节档期间这几部电影的突破虽是整

体的，但放到全年近千部国产电影的总量中，还

是局部的。每年还是有大量低质的、弱智的、平

庸的、老套的、陈腐的、自娱自乐的、不分好歹的

电影络绎不绝、层出不穷，并且用各种手段去争

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舆论，带来种种电影行业

的乱象，也给电影观众带来种种困惑和失望。许

多电影人仍然对现代电影美学、现代电影技术、

现代电影语言、现代电影文明、现代电影观众所

知甚少，甚至有意无意地走上南辕北撤之路。真

正能够掌握现代电影工业生产模式，具有成熟的

电影叙述能力，有想象力、专业性、艺术执念和社

会担当的电影人仍然凤毛麟角。

从春节档期来看，中国的演员群体、特别是

女演员在近年来明星和偶像文化影响下，角色

塑造力和表现力都严重不足，这些影片很火但

角色却不温不火的现象特别明显，即便是其中

最出色的黄渤和沈腾，也并没有特别惊艳的角

色塑造深度。国产电影的整体性提升是显而易

见的。但是，只有减少了“平庸的大多数”，中国

电影才能水涨船高，中国电影市场才能保持可

持续发展。每一年国产电影在各个不同档期、

不同月份，常常会出现冷热不匀、青黄不接的现

象。如果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我们希望春节

档浮出海面的，不仅仅是58亿多元的票房，而

是中国电影人在电影思维方式、电影价值观念、

电影美学体系、电影工业化水平、电影专业能

力、电影工匠精神方面的新突破。

春节档，仅仅是一个开始，浮出海面的国产

电影究竟能够驶向何方，还需要我们去控制住

那种种来自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将中国电

影强国之路走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有尊严。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突破，带动“平庸的大多数”
——从春节档电影说起

尹 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