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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喜剧电影是为数

不多能做到让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观众都有

兴趣走进影院观影的类型之一。

来自猫眼专业版的资料显示，在2018年票

房过亿的 44 部国产影片中，有 24 部涉及喜剧

类型。总体看来，喜剧电影依然是中国电影市

场上最能吸引观众的类型，在没有特殊思潮和

社会话题的情况下，目前喜剧在中国电影市场

上基本等于合家欢。

期待越高，责任越大。中国电影多年的市场

培育带来了观众欣赏水平的飞速提升，已经见识

过众多优秀喜剧影片的中国观众，在网络市场和

其他娱乐方式分流加剧的现状下，观众能接触到

的喜剧形式更多，中国观众们不断期待着熟悉的

主创团队呈现出更加新颖的喜剧故事，这种期待

帮助《爱情公寓》和《李茶的姑妈》在上映前热度爆

棚，而期待与观影感受引发的落差也导致这两部

影片在上映后遭遇票房断崖。

实践证明，中国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和现阶段国产电影制作水准不能满足观

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喜剧元素和喜剧演员与其

他类型片“嫁接”也成为了一种新操作。2018
年的《我不是药神》、2019 年的《“大”人物》和

《疯狂的外星人》，就分别在现实题材、悬疑、科

幻中揉入喜剧元素，希望能够通过喜剧的吸引

力，扩大影片的受众群。截至发稿时，前两部

影片已经取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可以预见，

在未来还会有其他国产类型片，通过和喜剧的

结合给观众呈现更为新颖的观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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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电影在创作上

总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创作

活力显著增强，创作积极性空

前高涨, 共生产电影故事片902

部，动画电影51部，科教电影

61部，纪录电影57部，特种电

影11部，总计1082部。

随着电影产业改革的不断

推进，影片发行和宣传渠道更

加通畅，观众观影以及接触影

片信息的时间精力成本大大降

低，来自观众的反馈也能够更

为及时地反馈到产业链各个环

节，优质作品越来越不容易被

埋没，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性作用在电影产业得到充分体

现。

与此同时，随着电影产量

的稳步增长和电影市场的进一

步开放，电影观众观影口味丰

富和欣赏水平提升的重要性得

到了行业进一步重视，市场增

长的驱动力从广建影院让更多

观众能看到电影，变为需要通

过质量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为

影片买单。变化中的观众审美

和观影口味对国产类型电影创

作而言，是强心针，也是照妖

镜，给之前小众类型电影带来

了更多的关注、口碑和票房，也

审视着每个企业家、创作者的

智慧、勇气和良心。

2018 年，主旋律影片、爱

情、喜剧、剧情、古装、动画、悬

疑、动作等国产影片传统优势

类型创作发挥稳定。《红海行

动》、《后来的我们》、《唐人街探

案2》、《西虹市首富》、《无双》、

《无问西东》、《影》、《熊出没·变
形记》、《无名之辈》、《来电狂

响》等影片或取材历史经典，或

关注当下现实，或聚焦中国故

事、弘扬中国文化，经过创作者

的艺术加工，在市场回报和观

众口碑上都延续着优异表现。

而在奇幻、科幻、现实题材

影片、纪录片等原先相对较为

薄弱的环节，中国电影也有明

显突破，《超时空同居》、《动物

世界》、《一出好戏》、《我不是药

神》、《厉害了，我的国》等影片，

或反映普通人情感和生活，或

体现电影工业水准和创作工匠

精神，或紧扣时代主题和社会

经济发展脉搏，在获得良好票

房的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社会问

题的讨论，为今后类似题材的

深入挖掘打下了基础。

围绕观众需求，盘点2018

年国产影片的类型和题材创作，

喜剧、现实题材、纪录电影、动画

电影和高工业水准电影是几个

绕不开的词汇。

2018年的中国动画电影，在制作质量和完成

度都处于上升状态，虽然故事性薄弱仍旧是软

肋，但在制作技术、细节渲染、宣发等方面相较于

前几年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

比技术参数更重要的是，行业对于动画电影

的关注和投入也越来越大。仅2018年暑期档上

映的动画电影项目背后，相关公司就达到百余

家。来自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8月3日上映的

《风语咒》，其制作、出品、发行、营销等环节涉及公

司多达17家，其他各部影片大多也在制作、发行、

放映、宣传等环节配置精良。

其中不仅有彩条屋影业、若森数字、其欣然

数码、友梦文化等在国产动画领域深耕多年的公

司，阿里影业、万达影视、五洲发行、光线传媒、聚

合影联、寰亚发行等老牌电影公司也分别参与到

各个项目之中。除此之外，由于动画电影类型和

受众的特殊性，猫眼微影、淘票票、优酷、PPTV等相

关平台以及各个电视台也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中国动画电影在

创作出现了新进展，摆脱了受国外动画电影作品

影响，改变了对于“合家欢”的盲目追求。

目前，国内部分动画创作者还停留在自说自话

的误区中，对少年儿童的心理缺少分析，说教式的内

容叙述和尴尬的成人视角很难被观众接受，在缺少

对市场和观众进行细分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合家

欢”容易带来的目标受众不清晰，“儿童看不懂，大

人不爱看”等问题，造成影片上映后“合家不欢”。

也正是因此，国产动画电影认清了“合家欢”

和“全年龄段”动画产品的区别，开始针对各自目

标受众的欣赏标准、观影心态和观影要求，进行

多元化、类型化创作。

此外，在市场作用和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

下，国产动画电影从原先依赖政府补贴以量取胜

的增长模式，向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追求质量的增

长模式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其中亲子向的《熊出没》系列、《大头儿子小

头爸爸》系列、《赛尔号大电影》系列等作品，在对

经典动画形象进行利用和挖掘的基础上，在故事

内核、制作技术等方面进行升级，进一步巩固和

吸引了各自的受众群体。

在成人向动画创作中，《风语咒》延续了《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以来IP改编动画的传统，而《大

世界》、《昨日青空》等作品，则继续着中国动画电

影的原创探索。

在《我们诞生在中国》、《二十二》、《重返·
狼群》等票房口碑兼具的影片出现之后，国产

纪录电影不仅创作数量明显增长，题材内容与

摄制形式更为丰富，而且在网络传播上得到了

各大社交平台的青睐，受众基础和潜在需求进

一步展现。

在2018年8月中下旬，《最后的棒棒》、《大

三儿》以及《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三部纪录

电影集中上映，2018年底，《生活万岁》和《一百

年很长吗》等又一批纪录电影和观众见面，这

些国产作品基本都得到了网络媒体、微信公众

号及业内的持续关注。

但关注和票房是两回事。数据显示，2018
年，有 12 部国产纪录片新作在商业院线上映

（仅统计 2018 年内地市场票房超过 10 万元的

国产纪录片），为历史新高。但除了《厉害了，

我的国》票房4.8亿之外，仅有《藏北密岭：重返

无人区》收获约 2000万元票房，其余的纪录片

票房均未突破千万。

目前中国的纪录电影属于“雷声大雨点

小”，观众和媒体宣扬的往往是小部分“爆款”，

而对于大部分纪录电影来说，不只是在商业院

线发行和上映较为困难，从投资到交易，从制作

到播出，从运营到传播体系、从拍摄技术到艺术

观点等各个方面，都缺少相应完整的规范和行

业标准，更没有形成稳定的发行和回收机制。

究其原因，一方面，目前影城经营成本较

高、压力较大，但纪录片观众确实还有待培养，

在排片选择上，作为主流商业院线来说，实实

在在的经济利益显然比情怀更有说服力；另一

方面，纪录电影属于“慢热型”，很难通过宣传

或短期放映判断其后市表现，再加上国产纪录

电影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缺乏吸引观众

的兴趣点，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创作者历尽千

辛万苦，才创作出一部作品，其中仅有一部分

能到达市场，进入市场后还往往无人问津。

2018年 7月 3日，点映中的《我不是药神》

以全国9.7%的排片收获了4817.7万元票房，当

日大盘贡献占比 43.1%；7月 4日，该片全国排

片占比11.9%，收获票房6542.4万元，大盘占比

52.1%，一部点映中的影片票房超过了当日所

有在映影片票房的总和，这种情况在中国电影

市场上并不多见。

在随后该片上映的时间里，关于影片内

容、主人公原型、片中反应社会问题的相关思

考与讨论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当影

片下映，除了 31亿的票房外，观众对于现实题

材影片的兴趣和关注度也吸引了各个制片方

和创作者的注意。

在201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关注女性社会

角色问题的《找到你》和聚焦残障婴儿的《宝贝

儿》等一系列现实题材影片纷纷上映，但收获

理想票房的并不多。

除了影片质量的原因外，现实题材在内地

市场想要持续地获得高票房本身就比较难。

首先《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该片主创徐峥、宁浩在观众心目中往往和喜剧

联系在一起，在影片点映甚至上映初期，片中

的喜剧元素都是影片的重要卖点之一。

其次，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来说，电影主

要还是一种娱乐方式，更多承载的还是娱乐功

能，绝大部分观众走进影院希望能够得到轻松

愉快的观影体验。而目前国产现实题材影片

创作往往聚焦的是较为阴暗的社会角落，偶尔

观看会对影片的深度和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

思考和探讨，但相对于别的题材而言，现实题

材影片更容易引发审美疲劳，连看多部容易造

成观影疲惫甚至心理不适，如果没有引发全民

话题，想要得到观众持续追捧比较困难。

纵观近年来的中国电影类型片创作，都先

后经历了“爆款”出现、扎堆创作、泡沫挤压、回

归冷静的过程，《我不是药神》对现实题材影片

创作而言，就好比当年《致青春》之于青春片、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于动画片，“爆款”把各

自的影片类型带入观众视野，引发行业关注，

但最终赢得观众喜爱、收获良好回报的，还是

那些潜心创作、尊重观众的优质作品。

未来几年，国产现实题材影片可能还不足

以成为电影市场的支撑力量，但一定会是电影

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观众永远期待着“熟人”演的“新喜剧故事”

▶ 依靠现实题材影片支撑大盘，本身就不太现实

▶ 纪录片属于小众，过去是，现在依旧是

▶“合家欢”不是国产动画电影的努力方向，原创力才是

一直以来，高工业水准电影是国产电影相对

较弱的创作类型，能够在市场上和好莱坞影片一

较高下的国产高工业水准影片更是几乎没有。

具体说来，高工业水准电影可以简单分为

科幻片和魔幻片两类，相比于科幻片，中国市

场上的魔幻片更多，项目收益也更好。

究其原因，魔幻题材相对于科幻题材来说

更容易驾驭，这类题材往往来自于神话传说或

网络文学，而且得益于网络文学的流行，此类

文学作品众多，读过的人也多，粉丝基础相当

可观。2018年的《捉妖记2》、《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西游记女儿国》、《战神纪》、《阿修罗》等

国产影片都属于魔幻题材。

而科幻片创作则有些艰难，一方面，科幻

片属于重工业产品，对整个电影的工业体系要

求极高。在题材上需要兼具逻辑思维和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在筹备上需要长时间准备和大

量的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国内可供改编的 IP
作品数量有限，技术人才相对匮乏；再加上目

前中国市场的主流电影观众经过世界上最好

科幻作品的熏陶，欣赏水平和质量要求都比较

高，就目前中国电影的工业化程度，要创作出

满足观众观影需求的科幻电影比较困难。

从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商业性

的科幻大片是必须的，成功的高工业水准电影

会对科幻类型片甚至整个产业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中国电影人也在这条道路上进行努力和

尝试，2018年上映的《动物世界》就取得了不错

的票房和口碑，目前其续集已经提上日程，而在

2019年《疯狂的外星人》、《流浪地球》、《上海堡

垒》、《749局》等一批国产科幻影片也都有望与

观众见面。

▶ 国产高工业水准影片，需要更多“英雄”

本报讯 1月9日，“中国电影学

派理论建构”学术论坛开幕式在北

京电影学院举行。会议期间，专家

学者们围绕“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

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未来

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国家电

影智库秘书长侯光明在开幕式上

致辞。侯光明梳理了北京电影学

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自 2017
年 10 月 31 日成立以来的成果，希

望能够在此次会议推动下，为“中

国电影学派”营造一个更为开放的

学术格局，并对未来“中国电影学

派”的理论建构工作进行了确切规

划和美好展望。他希望经过此次

会议，能够加深对“中国电影学派”

的理论拓展，从而建构一个更为完

整的中国电影理论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

记张政文强调建构中国电影学派

的理论体系必须解决设计中心议

题、抢占电影话语领域和建立学派

的标示性概念三个问题。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仲呈祥认为研究中国电影要明

确学派研究的对象，揭示代表学派

的主要作品，弄清楚中国电影对人

类电影做出理论上的独特贡献，同

时还要有跨学科的视野关照。

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贾

磊磊认为树立中国电影的国家品

牌是建构学派的重要立足点。他

比较了世界上的三大电影价值平

台体系（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和

拉美“第三电影”），认为中国电影

能在工业体系、美学体系和价值体

系上，建构出中国电影学派的总体

命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智锋从

文化的三个宏观层面对文化思想

和美学概念进行讨论，强调梳理百

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形

成的主调，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景

观、文化脉络和文化的特质。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建平认为中

国性不是简单的通过排他性寻找

确认，而是在中外相互交流中才能

凸显：在交流中获得承认、在交流

中获得一种自我意识。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中

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要从基础

做起，要梳理关键概念、理论和影

片，将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和宏大

的理论结合起来，才会有更好的结

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从

1979 年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谈起，提醒创作界似乎未必有强烈

的中国电影学派的期求，目前还存

在针对性不明确、呼吁还落于泛论

等问题，未来显然还有更深入的可

能，同时，他还强调学派理论的建

构可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来进

行。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重点阐

述了“意与道”、“儒与道”，还有“主

流”与“非主流”，“知识分子”与“民

间”，“写意、意境、乐舞”等关键概

念。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

防的发言同样从几个关键词入手，

总结出了中国电影所具有的现实

性、人文主义、影戏美学和诗意传

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阳围绕

着电影与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化的

“新与旧”的问题展开论述，他将当

前文化做了“偏感觉感官”和“偏精

神心灵”的划分，强调人性、人行、

人格美是中国电影急需的。

（林琳）

本报讯 由王巍执导的奥特曼

系列动画电影《钢铁飞龙之奥特曼

崛起》公布“终极一战”版预告以及

全员集结版海报，预告片中奥特曼

与大魔王伊特对决的终极战场硝

烟四起，奥特曼魔方背后的秘密也

初现端倪。影片于上周末 10 点至

18点，在全国影城开启超前点映。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的

故事发生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

世界，“全球安全基地”GSB最高话

事人伊特夺走了具有毁天灭地力

量的“创世晶石”，企图与全人类为

敌。人类的伙伴超能英雄奥特曼

与小男主乐乐，携手钢铁飞龙小队

组成的“正义联盟”与伊特集团斗

智斗勇，守护危在旦夕的地球。

该片由广州蓝弧、北京亚细

亚、广东昇格、珠江影业、湖北长江

电影集团、辽宁中影北方、佛山立

新影业出品，1月18日公映。

（杜思梦）

本报讯“大老虎，要开始灭口

了！”由麦兆辉执导，庄文强、黄斌

担任监制，刘青云、张家辉、林嘉

欣、方中信、袁咏仪主演的春节档

反腐电影《廉政风云》日前曝光的

“无间反腐”版剧情预告——百亿

美金违法资产下落不明，幕后“大

老虎”杀机毕露，反腐斗士陷入生

死抉择。同步曝光的“无间反腐”

版海报，透过文字，将片中每个人

物面临的“贪欲困局”袒露给观众，

令人不禁思考，众人将如何破局？

主演张家辉认为，拍摄《廉政

风云》收获颇多。因为麦庄电影最

重要的就是“真实感”，所以在片中

饰演重要证人的张家辉，学习了很

多资料，尤其对于“洗黑钱”有了充

分的了解，张家辉笑言：“拍这个戏

除了我拿到了片酬以外，学到最多

的就是洗黑钱”。届时观众走进影

院时，除了看反腐大戏，也能了解

更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真相。

据悉，这部由英皇电影出品的

犯罪动作大片《廉政风云》将于大

年初一上映。电影近日已正式开

启预售，截至目前，《廉政风云》在

春节档新片预售成绩榜上名列前

四名。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韩寒执导的喜剧《飞

驰人生》日前曝光了一组“笑到飞

起”版海报，沈腾、黄景瑜、尹正、张

本煜、尹昉几位主演抓着炒饭车的

栏杆在空中飘舞，海报脑洞大开的

画面，热闹又喜感。与此同时，电

影《飞驰人生》也在各大平台正式

开启预售，观众可以抢先锁定电影

黄金席位，在大年初一跟随主创一

起，笑着冲向飞驰人生。

电影中，沈腾饰演了一位过气

车神，年轻时在车坛所向披靡，如

今却跌落谷底，想要大展身手，却

连驾照都考不过，频频被打脸的复

出之路，一个接着一个的密集包

袱，让人不禁笑到飞起。好笑又扎

实的故事，也是吸引沈腾出演的重

要原因，在采访中透露自己第一

眼就爱上了剧本：“我看剧本常常

看一两行就飞走了，但第一眼看

到韩寒导演的剧本就非常喜欢，

故事非常好笑，台词更是玩出了很

多花样。”

电影《飞驰人生》为促进上海

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由上

海亭东影业、上海博纳文化传媒、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上海阿里

巴巴影业、果麦文化传媒、天津磨

铁娱乐、天津水月文化传媒出品，

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 （木夕）

“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奥特曼崛起》全国点映开启

《廉政风云》再发预告海报

《飞驰人生》发“笑到飞起”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