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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8日晚，第 18届电影

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在上海

东视剧场举行。14 项“最受传媒关

注”荣誉尘埃落定。最终，百位主流

媒体评委将最受传媒关注影片和导

演授予体现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的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金刚川》，张译更

是凭借有口皆碑的精湛表演斩获最

受传媒关注男主角。

在发表荣誉感言时，张译特别感

谢了吴京和邓超对他在表演上的帮

助，并表示收到的荣誉词让他心惊肉

跳，建言词则会让自己深思熟虑。《送

你一朵小红花》中的“爸爸”高亚麟、

“妈妈”朱媛媛则用真实质朴、富有生

活化的表演将最受关注男配、女配荣

誉收入囊中。刘浩存作为近年来迅

速跃升的新人，从《一秒钟》到《送你

一朵小红花》再到《悬崖之上》，其表

演皆可圈可点，的确值得颁发一朵最

受传媒关注新人女演员的“小红花”。

《你好，李焕英》中“圈粉无数”的

“国民妈妈”张小斐此番荣登最受传

媒关注女主角，首次执导电影便取得

票房、口碑双丰收的贾玲，又在电影

频道传媒关注的舞台上收获了主流

媒体的认可，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导演

亦实至名归。

历时 6 年光阴、再现作家柳青深

入农村 14年创作史诗经典名著《创业

史》的传记片《柳青》获得了最受传媒

关注编剧的认可。正在热映的电影

《超越》中表现不俗的李昀锐斩获最

受传媒关注新人男演员，片中的“师

兄”郑恺为其颁发荣誉。拿下评委会

荣誉的是用影像描绘脱贫奔小康生

动长卷的《千顷澄碧的时代》。

此外，本届传媒关注单元新增的

荣誉中，最受传媒关注视觉效果花落

7 月即将上映的动画片《济公之降龙

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荣获最受

传媒关注动画片；讲述中国第一支成

建制维和步兵营在南苏丹维和经历

的《蓝色防线》斩获最受传媒关注纪

录电影。

恰 逢 建 党 100 周 年 ，献 礼 片

《1921》主创黄建新、郑大圣、王仁君

等现身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并带

来一份特别的礼物，《1921》最新版预

告片——“冲破版”预告片的首映。

一百年前，开天辟地，为真理而斗争

的革命先烈们的满腔热忱，让人肃然

起敬。

闭幕仪式尾声，青年演员刘浩

存、马闻远、李昀锐、刘凡菲推介纪录

电影《演员》，并向老一辈电影表演艺

术家秦怡、于洋、田华、王晓棠等致

敬。 （影子）

本报讯 6 月 15 日，电影《了不起

的老爸》首映礼在北京举办，影片导

演周青元，领衔主演王砚辉、张宥

浩、龚蓓苾，主演鹤男，特别出演冯

文娟等主创悉数亮相。

首映礼现场，主创们与观众真

诚分享幕后故事。导演周青元讲述

了拍摄电影的初衷，“因为我们中国

人在表达情感方面都比较含蓄，尤

其是父爱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

希望通过这部片子，让父亲含蓄的

感情被更多人感受到”，对于电影选

择在父亲节上映，他说：“（电影）作

为一份礼物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

电 影 中 温 馨 又 好 笑 的 父 子 关

系、真实又催泪的父爱刻画也引发

现场观众的共鸣：“想起了自己沉默

但伟大的父亲”、“要回家对父亲说

一声，你辛苦了”、“一定带父亲再看

一遍，这是父亲节献给老爸的最好

礼物。”电影故事灵感的来源——

“中国盲跑第一人”何亚君也来到了

现场，他“听”完这部与自己有关的电

影后，致谢电影能让更多人关注视障

群体，“我的眼中没有光，但我脚下还

有路”；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也亮

相首映礼，他透露自己去年遭遇至暗

时刻，但视障患者的乐观和坚强帮助

自己走出“心障”，电影正是展示了这

种精神，“当黑暗中我们的手握在一

起，那一刻光明就诞生了”。（喵喵）

本报讯 6 月 20 日，电影《守岛

人》湖南主题放映活动在芒果国际

影城东风店举行。湖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刘学，八一电

影制片厂政委张军，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副总经理黄群

飞，湖南省电影行业协会会长周丕

学，八一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国家

一级导演、电影《守岛人》导演兼总

编剧陈力及主演宫哲、侯勇、陈创等

参加活动。

随后，主创人员在横店王府井

影城、潇湘国际影城阿波罗店、万达

影城华创店和观众见面交流。

《守岛人》以“人民楷模”王继才

为原型创作、拍摄，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

联合出品。

此 次 活 动 由 湖 南 省 电 影 局 指

导，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省电影行业协会主办，湖南省电

影发行放映中心有限公司、湖南楚

湘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电影频

道承办，红网、975 摩登音乐台支

持。 （赵丽）

本报讯 由刘伟强执导，刘伟强、

李锦文共同监制的抗疫题材电影《中

国医生》，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及定档预

告，正式宣布将于7月9日全国上映。

海报上，曾在电影《中国机长》中

带队力挽狂澜的张涵予和袁泉此番再

度集结，率领众人化身为抗疫一线上

白衣为甲、舍生忘死的中国医务工作

者；预告里，除了张涵予和袁泉之外，

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欧豪等饰演

的角色也轮番上阵，用精湛的演技和

满心的敬畏，去全力贴近真实，共同致

敬医者仁心。

《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同时兼顾

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

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

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各方舱医院

等兄弟单位，以武汉医务人员、全国各

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全景式

记录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

定档预告以丰富而真实的细节，

向观众诠释了何为医者担当、中国担

当。预告中，张涵予、袁泉、朱亚文、李

晨、易烊千玺等饰演的医务人员面临

接踵而至的挑战，争分夺秒地从病魔

手中“抢人”；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急

救场面，令观者不禁感念“白衣为甲、

逆行出征，扶危渡厄、冲锋在前，乃是

医者的使命与担当”。同步曝光的定

档海报上，一幅抗疫群像跃然眼前：身

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坚毅的普通民

众……无一不刻画出疫情期间的紧急

氛围与人世百态。

（杜思梦）

截至 6 月 20 日，中国电影市场实

现票房约270亿，共有250余部影片有

票房统计，但单片票房前 20位影片累

计票房约225亿，电影市场“马太效应”

较为突出。

在不久前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

坛上，嘉宾提出，希望相关政策和资源

分配能够向制片方倾斜，增强电影企

业在“后疫情时代”的抗风险能力，保

障优质内容的稳定输出。

在影院建设对票房的带动作用明

显放缓，流媒体对传统电影的冲击不断

加大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规避创作硬伤

以及营销策略失准，让影片充分释放价

值，最大限度减小电影制片方的投资风

险，是当下电影行业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家专注于电影市场的数据

咨询公司，凡影始终致力于为行业“传

播专业知识,提供智能工具”，并在近几

年推出了相关调研评估服务，从内容

和营销两个维度为影片“保驾护航”。

首先是内容层面的“制作优化”。

据介绍，电影《流浪地球》在制作中期

便使用了凡影提供的调研评估服务，

结果显示，观众对于“刘启为什么恨爸

爸”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这也成为了

剧情发展的“卡点”。

根据调研结果，导演郭帆率领团

队进行了二度创作，甚至补拍了影片

开头一起观测星空的片段，最终这也

成为影片最温情的画面之一。李湛表

示，在这一维度，凡影的调研评估服务

可以帮助影片在映前不断优化，而且

这一过程可以从项目早期概念阶段、

剧本阶段就可以启动。

“比如有些情节设置、叙事方式，

都可以在文字阶段就测试一下观众的

反馈。”李湛说，“这些反馈不会改变创

作方向，而是帮助创作者更好地把握

创意边界。电影不是收藏品，如果消

费端一开始就可以介入，会给作品起

到加持的作用，使其更符合观众的‘打

开方式’。”

另外就是营销层面的“策略优

化”。李湛认为，从营销的角度说，电

影作为原创产品，很难像“可口可乐”

这样的品牌一样，快速与受众建立沟

通秩序、沟通逻辑，因此要在短时间内

把影片的独特性说清楚，还要建立起

很高的市场热度和知名度。

因此，“打对点，找对人”就成为电

影营销的关键词，而“类型化”、“情感

化”则是当下电影营销的两大趋势。

李湛以《除暴》举例说，该片的营

销策略非常清晰，把90年代、真实案件

改编、吴彦祖出演等基础信息交代清

楚，隐去了爱情线等细枝末节的内容，

给观众建立了非常合理的预期——一

部“吴彦祖主演的一部具有年代感的

动作悬疑片”。《你好，李焕英》、《我的

姐姐》等影片则是准确地找到了情感

这一营销抓手，形成了较强的触动效

应。他认为，影片的营销也应该“前

置”，剧本阶段就可以建立清晰的营销

逻辑，避免创作与营销割裂的情况。

据介绍，凡影的调研评估服务依

据社会学、心理学等调研体系的框架

与逻辑建构，并结合中国观众的特点

进行了调研方式的优化。李湛表示，

不论是内容层面的制作优化还是营销

层面的策略优化，“早期”二字都非常

重要，就好比拼乐高，在设计图纸阶段

就要确定好方向。

“从人的认知体系来讲，大家需要

一个调研评估具象的结果，比如一个数

字、一个得分，而抽象的部分，即这个产

品的创作路径和生产流程，仍缺少整体

性的规划。在这一点上，好莱坞大片厂

可以通过整体化的管理来实现。”李湛

说，“如果要把抽象的价值具象化的话，

2014年-2020年，使用过凡影的调研评

估体系的影片比其他影片的平均票房

高出 80%。如果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

慢慢地把具象的部分延伸到抽象的部

分，会给行业更大的价值。”

（此文案例信息凡影已获得授权

可对外分享）

凡影创始合伙人李湛：

观众调研越早越好

电影《守岛人》湖南主题放映活动举行

抗疫题材电影《中国医生》定档7月9日

《了不起的老爸》首映礼举行

《金刚川》摘得最受传媒关注影片等三项荣誉

第18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

《了不起的老爸》中，一个失明的

刺头儿子，一个外冷内热的暴躁父亲，

二人在今年“父亲节”，联手上演了一

出亲情大戏。终极预告结尾，“老爸，

父亲节，我约你啊”的告白声，道出了

该片的初衷——“父亲节”献给天下每

位老爸的一份礼物。

“父子”这对东方社会中“最难搞”

的关系，在今年的“父亲节”和解了。

而电影中，作为父子纽带的马拉松运

动也引燃了不少观众的奔跑热情。电

影制片人阿顺觉得，无论拍摄过程多

么坎坷，这片子，值了！

中国式父子关系

媒体人出身的阿顺，经历丰富，他

当过编剧，曾是知名影评人，写过小

说，后来去拍了话剧，还做过几部口碑

不错儿童剧，前些年，正式进入电影制

片人行列。

《了不起的老爸》是阿顺作为出品

人、制片人登上大银幕的首部作品，唯

一的遗憾，是自己的老爸没有机会走

进影院观看影片了。去年5月，阿顺的

父亲突发疾病过世。

2016年，阿顺的公司启动筹拍《了

不起的老爸》，他没有正面跟父亲讲过

电影内容，他一直不擅长跟父亲沟通，

偶尔，他会发点影片宣传资料。他觉

得，父亲对影片的了解，可能只停留在

“知道”的层面。

阿顺跟父亲的关系是典型的“中

国式父子”。前些年，他对父亲印象最

深的是“道德绑架”，父亲打电话给他，

话题总离不开催他结婚、生子。有一

次，话说得狠，父亲脱口而出“你在北

京一事无成”，阿顺说，“我还以为我是

你的骄傲呢”。挂了电话，他一个人，

蹲在路边，嚎啕大哭。

“如果我知道他去年会走，我肯定

会早一点结婚生子。”阿顺顿了顿，“他

真的不理解我”。阿顺把不想跟父亲

直接说，又想对父亲表达的东西，装进

了《了不起的老爸》的故事里，配上马

拉松的运动元素，一场父子大戏准备

就绪。

采访近千名马拉松爱好者

《了不起的老爸》做得认真。既然

加了马拉松元素，阿顺就带着团队去

采访马拉松爱好者，前前后后，有近千

位马拉松跑者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电影里，儿子的设定是个因病失

明的少年，阿顺又带着团队跑去重庆

特殊教育中心采访盲人，还找到了中

国盲跑第一人了解盲跑细节。为了让

电影里开出租的老爸更有生活气息，

阿顺他们跟重庆不少出租车师傅打成

一片。总归，目的只有一个，万物万事

力求真实。

阿顺说，一次跑无锡马拉松的时

候，他看到前面一个男生就要跑不动

了，一旁的女孩边给男生打气边说，

“赶紧跑，咱们可是花了钱来的。”阿顺

把跑马拉松途中、采访途中发现的有

趣瞬间加入电影，影片顿时充满了烟

火气，“不夸张地说，我们电影基本上

每个细节，都是来自于真人真事。”

《了不起的老爸》拍起来也是丝毫

不含糊，阿顺透露，电影中的几场马拉

松戏份，都是实地搭景拍摄，“我们搭了

三场马拉松，拍了好几天，连续几天，现

场都是1500人在拍摄”，他算了算，整部

电影一共用了大约一万人次的群演。

电影里唯一借用的马拉松场景，是一场

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的现场，那个镜头

在电影中只出现了0.5秒。

跑马拉松的人“都带着股劲儿”

阿顺说，他拍电影，是希望通过讲

故事表达情感和态度。比如，《了不起

的老爸》中讲的父子情。而运动，只是

电影的元素和壳。

尽管如此，《了不起的老爸》还是

引发了不少观众对马拉松的热情，包

括阿顺自己，以及影片导演周青元、编

剧徐逸洲。

为了拍马拉松，阿顺自己先去跑

了趟半马，15公里后，他就累到迈不动

腿了，但冲过终点后，他又开始计划第

二次奔跑了。周青元则是从一公里后

就跑不动，到 2018 年跑下北京延庆森

林半程马拉松。在他们的带动下，剧

组里许多人跃跃欲试，好几个真的去

跑了趟马拉松。

为什么是马拉松？除了第一次听

到“跑神”陈盆斌 100 天跑了 100 个马

拉松的传奇让他萌生拍电影的念头

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多数体育运动

都存在不同声音，只有马拉松，当跑者

跑过，所有的人都在给他加油，即使是

最后一名。”阿顺说，“那些跑马拉松的

人，身上都带着种劲儿，他们的身体是

自由的。”

电影上映前的多场路演让阿顺印

象深刻，他没想到，《了不起的老爸》感

染了那么多观众。有观众说，这部影

片给了他们力量，也有对运动无感的

观众，看完影片燃起了跑马拉松的兴

趣，还有抑郁症患者感谢剧组说，这片

子给了他活下去的动力。

现场，与观众站在一起的阿顺说，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片子值了。”

《了不起的老爸》制片人阿顺：

这片子，我们做得值

■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金刚川》总制片人傅若清发表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