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印度合伙人》讲述了印度草根企

业家从家庭需要出发创业的故事。

《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未大规模上映，一些镜头语言运用已受到关注。

《海王》被指“弥补了今年贺岁档国产影片商业味不足的局面”。 （均海报）

热播剧《大江大河》原著小说再版
本报讯 （记者许旸）王凯、杨烁、董

子健主演的《大江大河》正在热播，这部

献礼改革开放 40 年的荧屏巨作，正是根

据作家阿耐的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眼下，

《大江大河》四部曲由上海读客文化再版

推出， 完整收录了 《大江东去》（1978-

1998） 和续作 《艰难的制造 》 （1998-

2008）全部小说内容。

从恢复高考到南方讲话， 从乡镇企

业萌芽到中国制造崛起， 从房地产改革

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小说 《大江大

河》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通过讲

述国企骨干宋运辉、乡镇企业家雷东宝、

个体户杨巡、 海归知识分子柳钧等典型

代表人物的不同经历， 生动刻画了改革

开放时期代表人物的人生起伏， 真实还

原了一代人的奋斗历程和命运沉浮，以

恢弘格局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领域改革、 社会生活变迁以及人们精神

面貌改变等方方面面，被誉为“描写中国

改革开放的奇书”。

有别于市面上某些侧重圈套、心计、

阴谋的商战畅销书， 阿耐笔下的商场中

人总是坦荡磊落， 散发出独特魅力。 自

1990 年开始从商 ， 阿耐多年在商界打

拼，积累了大量一手素材和生活经历。剖

析创作心路时，阿耐谈到，写作的过程不

仅仅是输出，也是回顾自省、逼自己不断

学习提高的过程。“我也在思考这一路走

来遇见的各种事件，它们为什么发生，又

为什么有如此结局？ ”有形的大手，无形

的大手，究竟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为了寻找确切答案， 也为文学素材提供

更多历史支撑，阿耐做了很多案头工作，

翻阅大量报告文学和报刊文章， 研读相

关资料汇编等。

她不再满足于单纯写一个事件。“有

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偏言情，格局小，写着

写着觉得盛不下我那时喷薄欲出的思

路，于是心中有了写《大江东去》的念头。

改革开放初期， 从完全的计划经济摸着

石头过河到市场经济途中的各种尝试探

索， 人们在其中的理想主义光芒不应褪

色。 ”阿耐说。

在文学评论家白烨看来， 阿耐把改

革写了，把开放也写了。 “这个场景是长

镜头，真正要高瞻远瞩，胸怀远大。 她写

的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 是鲜活和真实

的，是带着激情和感情的，里面有感觉和

温度的，不是凭想象。 因为她有亲历性、

见证性、参与性，她才能够把这一切当成

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这是不少职业作家

写不出来的。 ”

有读者评价， 阿耐把商场争雄写得

气势恢宏，家长里短也讲得有滋有味。除

了《大江大河》，前两年热播并引发广泛

关注的电视剧《欢乐颂》也是根据阿耐同

名小说改编而成。

■本报记者 卫中

相关链接

这些贺岁片你还记得吗
《甲方乙方》(1997年)
票房：3600万元

1997年，一部《甲方乙方》探出了
国产电影在贺岁档的无穷潜力， 也让
自带喜感的葛优成了贺岁档 “红人”。

影片风格幽默， 采用了小品串联式的
结构，让观众眼前一亮。但这种强调台
词与搞笑段子的喜剧风格， 也曾遭受
过“不像电影”的业界质疑。

《功夫》(2004年)
票房：1.73亿元

《功夫 》是周星驰为贺岁档交上的
一份优异答卷。

这部影片延续了周星驰擅长的无
厘头喜剧风格 ， 又巧妙融合了功夫元
素， 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层出不穷的神
功，让观众在开怀一笑的同时 ，过足了
眼瘾。

《人再囧途之泰囧》 (2012年)
票房：12.67亿元

突破12亿元的高票房，足以让
《人再囧途之泰囧》影史留名。 影片
从取名就能看出大规模圈地市场的
雄心———当时的网络流行词“囧”字
极好地契合了电影主人公搞笑又窘
迫的境遇。 影片也让徐峥、王宝强、

黄渤组成的“铁三角”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张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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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广袤的鹅黄色稻草，小月和小梅

两姐妹带着好奇和期待在其中探索前进，仔细一看，绿色的

斑纹暗示这其实是龙猫圆滚滚的肚子……宫崎骏的经典影

片《龙猫》将于本周五登陆国内院线，而由知名海报设计师黄

海创作的中国版海报也为这部诞生了30年的诚心之作添上

了一笔温暖注脚。

“俯瞰角度下的构图好棒，仿佛能听到小月和小梅的欢

声笑语，感受到毛茸茸的触感。”“这是一张意味深长的海报，

将龙猫的故事完美地内化了。 ”曾设计《哆啦A梦：伴我同行》

《小偷家族》的中国海报，黄海此次为《龙猫》量身定做的海报

再次博得国内外影迷的一致好评，另辟蹊径的视角构图和清

新淡雅的配色丝毫不逊于原版海报。 “《龙猫》中国版海报设

计师黄海”甚至登上了日本热点新闻榜，有不少日本影迷希

望这张海报可以“反向引进”日本。

《龙猫》的上映是中国内地观众首次在大银幕上与宫崎

骏的作品相遇，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影院技术，由宫崎骏等人

创办的吉卜力工作室对影片进行了数码修复，并邀配上了中

文对白。

30年前，《龙猫》在日本公映，在获得压倒性好评的同时

也夺得了当年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电影榜首的位置，动

画片打败了故事片，《龙猫》被记录进了日本电影史册。“龙猫不是鬼魂，而是一种动

物，它靠着橡子生活，是森林的守护者，我在创作时，龙猫是个粗略、稚嫩的想法。 ”

最初，宫崎骏用绘本这样简单的方式记录下了他心目中龙猫的故事。

电影的剧情也并不复杂，讲述了由于母亲生病，跟随父亲来到乡野的小月和小

梅在森林中遇见了有着圆滚滚的身躯、柔软长毛的龙猫和一系列神奇事物的故事。

虽然经常凭空消失，但龙猫总能在姐妹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出现在她们身边。不同

于宫崎骏大多数故事中所描绘的奇幻世界，《龙猫》 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的

日本乡间，也正是田园牧歌般的风景给予了电影别具一格的氛围。

在最新的采访中，宫崎骏坦言：“即使想做出同样的作品，但也找不到和以前一

样的草丛了。 ”《龙猫》是宫崎骏作品中最具童心的作品之一，从中可见得构思之初

作者保留的天真：“我希望拍这样一部电影，有一个怪物住在隔壁，你却看不到它。

就好比你走进森林，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存在。 你不知道是什么，而它确实存在。 ”

“龙猫是小月和小梅想象中的产物，这个温柔的庞然大物指引着她们度过母亲

生病时的艰难时光。”宫崎骏在《出发点1979年—1996年》一书中这样谈到龙猫的存

在。母亲的生病成为了影片里明艳色彩中的一抹暗色，让无忧无虑的小月第一次感

受到死亡带来的恐惧，让小梅瞒着父亲和姐姐独自前往医院，只为给母亲送上自己

亲手掰下的玉米。在宫崎骏心中，这一直都是一部纯洁无暇的电影：“它是一部让观

众看完之后，可以怀着欢乐、轻快的心情返回家的作品，它让情侣更加珍惜彼此，父

母深有所思地回想起童年时光， 孩子们会因为想看龙猫而走进神社里探险或者尝

试爬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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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投资论英雄，

百部影片争抢贺岁档跑道

《无名之辈》《海王》领衔，国产片引进片互补呈现

12月，贺岁档的竞争渐趋白热化。

国产影片《无名之辈》与海外大片《海

王》，是近期大银幕的亮点。 两部影片

也是今年贺岁档国产片与引进片两大

门类的“代言人”。 从它们身上也能品

出贺岁档正在发生的变化。

《无名之辈》是一部起先并不被市

场看好的小成本电影， 凭借好口碑一

路逆袭。 排片从首日的10%一路上涨

到28%，连续十几天拿下票房日冠军，

总票房更是突破七亿元大关， 为贺岁

档点燃第一把火。 这也是近年来国产

片类型更多元、 最终以口碑传播赢得

观众的一个案例。

引进片《海王》则在前期宣传与视

觉呈现上都花足了心思。 典型好莱坞

大片逻辑包裹着时下最火爆的超级英

雄主题， 并且为了赶上中国贺岁档而

提前北美上映。 《海王》上映三天就拿

下六亿元票房， 也足见中国电影市场

的能量。

《无名之辈》与《海王》拉开了今年

贺岁档的大幕， 也成为这出年末大戏

的“领衔者”：《无名之辈》之后，《狗十

三》《地球最后的夜晚》 等一系列投资

不高，题材丰富的国产片接踵而至；紧

跟《海王》而来的，则有《蜘蛛侠：平行

宇宙》《印度暴徒》等引进大片。 可见，

注重文艺成色与偏向大制作的作品都

能在市场中找到空间， 并在互补共生

中构建起今年的贺岁档， 为观众带来

更丰富更多元的审美选择。

好 故 事 战 胜 流 量 明
星———文艺底色的中小成本
影片“亮了”

今年是贺岁档进入第21年，20年

间一些司空见惯的操作正在发生改

变。 1997年一部《甲方乙方》让观众领

略到了“贺岁档”的无穷潜力，也缔造

了贺岁档影片的生产模式———之后每

年贺岁档的票房翘楚几乎都跳不出

“高投资 、大导演 、名演员 ”这三大元

素。 这样的定式如今已经改变，今年，

《无名之辈》《狗十三》《地球最后的夜

晚》 等一批具有文艺底色的中小成本

影片，成为贺岁档的主力。随着观众对

电影的呈现质量与精神内涵敏感度的

不断提升，好的故事文本，正替代流量

明星、宣传策略、视觉特效等元素，重

新成为影片吸引观众的手段。

从11月一直火到12月的 《无名之

辈》便是其中典型。《无名之辈》的配置

逃不过一个“小”字———投资成本小，

演员中没有公众知晓度很高的大牌，

故事的视角与切口也很平民化。 但正

是这样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演技派，在

细节扎实的剧本下， 演绎出了一群小

人物最质朴的梦想与最深刻的感悟，

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

同样的文艺范，也在《狗十三》与

《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延续。 《狗十三》

讲述了一个十几岁女孩几年内的成长

经历。影片聚焦的是“青春成长”话题，

却一改往日某些青春片对 “虐恋”“勾

心斗角”等的倚重，尝试剖析一个普通

家庭的教育问题， 对代际沟通以及未

成年人的尊严感获得进行反思；《地球

最后的夜晚》则走悬疑路线，讲述了一

个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案件。 虽然有人

气较高的演员加盟， 但是影迷关注的

焦点还是导演毕赣， 这位新人导演去

年以一部《路边野餐》声名鹊起，《地球

最后的夜晚》还未大规模上映，片中的

一些镜头语言运用就已经受到了影坛

的关注。

有评论说，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

片或流量明星撑场面， 这个贺岁档看

似冷清， 实则体现出一种对电影价值

的回归。几年前，导演曹保平曾担心没有

明星也难有网络话题度的影片， 不能被

市场接纳， 也害怕有人追求刺激感把电

影中的“厚本”看“薄”了。如今，这样一批

文艺质感强烈的作品， 敢于闯入兵家必

争的贺岁档，甚至获得了票房的认可，足

见电影本体价值的回归。

挑战传统电影规律———

海外优质佳作带来新体验

今年进入贺岁档的海外影片中大

片不少，与国产影片在风格和题材上形

成互补。

由DC超级英雄漫画改编的影片《海

王》早于北美率先登陆中国内地银幕，算

是给12月影视市场来了个“开门红”。 俊

男靓女的搭档组合， 简单明了的人物成

长线，被影迷评价为媲美“阿凡达”的华

丽视效， 再加上一场场酣畅淋漓的打斗

戏， 这些好莱坞超级英雄影片必备元素

都为《海王》赚足了“路人缘”。 《海王》的

亮相，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弥补了今年贺

岁档国产影片商业味不足的局面”。 “海

王”并不孤独，属于漫威宇宙的“蜘蛛侠”

同样赶上了贺岁档———动画电影 《蜘蛛

侠：平行宇宙》也将亮相。

近年常让中国观众眼前一亮的印度

影片，也成功登陆了今年的贺岁档。由印

度两大知名演员阿米尔·汗与阿米特巴·

巴强主演的电影《印度暴徒》，讲述了一

段年代久远的“印度往事”。 该片的投资

高达三亿元人民币， 算是印度电影市

场的年度大制作。 影片《印度合伙人》

则着眼于当代真实人物事迹， 讲述了

印度草根企业家从家庭需要出发创业

的故事。

当然，商业气息之外，入驻贺岁档

的引进片也带来了个性化的先锋性呈

现。被业内人士誉为“全新电影创作方

式革命之作”的《网络迷踪》便是代表。

这部影片跳出了传统的电影拍摄制作

规律，转而以电脑桌面为呈现载体，通

过视频、搜索软件、社交媒体等形式，

展现了一位爱女心切的高智商父亲寻

回失踪女儿的故事。 影片的常规拍摄

仅耗时13天， 后期剪辑制作却花费了

整整两年时间。

文化

在线音乐平台下半场“抢”什么
99%的音乐版权交叉授权，1%的独家内容在哪里———

在线音乐平台最近动作频频。 不

久前， 网易发布公告显示， 网易云音

乐已经完成新一轮融资， 融资额6亿

美元 （约41.8亿元 ）。 面对99%的音

乐版权交叉授权， 只有1%的内容属

于独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在线音乐市

场格局大势已定， 而 “烧钱” 也似乎

是在线音乐竞争的日常。 那么， 进入

下半场竞争的在线音乐平台获得新的

融资， 将会用在哪里？ 募集式的原创

音乐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业内人士预计， 未来几年国内人

均音乐支出将翻两番以上， 主要集中

于在线移动音乐领域。 一方面， 正是

因为看好未来中国在线音乐市场的发

展规模， 投资方才愿意提供新一轮融

资。 另一方面也是在线音乐市场进入

精耕时代， 多元化的细分内容作为互

联网的 “长尾”， 成为各家公司不容

忽视的重要战场， 在为既有内容 “血

拼版权” 和加大对原创音乐人的扶持

之间如何选择， 成为在线音乐的变数

之一。

人均音乐支出将翻两番，

新融资投向何方？

“竞争的核心其实在于1%的独家授

权。”今年上半年，腾讯音乐、阿里音乐和

网易云音乐等数家公司围绕音乐版权混

战结束， 在国家版权局的协调下各家实

现了“99%的音乐版权交叉授权”。

业内人士表示， 在线音乐领域竞争

的四个要素分别是曲库、音质、交互和推

荐算法， 其中曲库的重要性居于核心地

位。 在线音乐领域同样具有典型的互联

网“尖锋长尾”特征，数量只占到1%的独

家授权单曲占据了大部分的播放量。

那么，如何让这1%的内容被用户知

道， 进而推送到有相关需求的用户身边

形成消费呢？ 背靠社交软件具备先天流

量优势、 资本充裕的国内某网络巨头旗

下的几家在线音乐平台在这方面处于优

势地位，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提供的数据

显示，其曲库规模市场排名第一，达到了

1700万首，并且牢牢把持了环球音乐、华

纳音乐和索尼音乐全球三大唱片公司的

音乐版权。 旗下三家在线音乐平台共同

占据中国在线音乐市场最大份额， 而其

他几家在线音乐平台则面临同样的问

题———缺失关键的1%独家版权的在线

音乐平台很容易被边缘化， 曾有用户戏

称某在线音乐平台“什么都好，就是听不

到歌”。

看似格局固化， 但中国音乐市场潜

力仍然十分巨大 ，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MIDIA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已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音乐流媒体付费

市场。但按照人均计算，中国付费音乐市

场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 据业内人士

预计， 未来几年内中国人均音乐支出将

翻两番以上， 并且主要集中于在线移动

音乐领域。 也正是因为看好未来中国在

线音乐市场的发展规模， 投资方才愿意

提供新一轮融资。值得关注的是，业内人

士称， 资金不可能投入版权战的无底洞

里去 ，“给用户提供高品质和个性化内

容”“对用户体验的追求”的独特优势，以

及 “在培育独立音乐人上是明确的领导

者”才是未来投资的选择方向。

竞争升级 ，从 “抢 ”独有内
容到“养”竞争实力

在线音乐领域的追逐者，机会在哪？

向音乐版权数量发起“正面进攻”基本

无望的情况下， 交互和推荐算法的竞争比

重正在增加———有在线音乐平台推出功能

丰富和形式独特的歌单模式， 让音乐发烧

友有充分的发挥空间组建属于自己的个性

歌单，还有平台深挖社交资源，歌曲下的评

论互动板块呈天然的社区形态， 增强了用

户的黏性和活跃度。

内容开发也成为各家在线音乐公司的

努力方向， 不止一家企业正在加强原创音

乐人培育。如腾讯音乐的“原创音乐人扶持

计划”，以及虾米推出的“寻光计划”。

网易云音乐开的“石头计划”则为入驻

音乐人开放赞赏功能， 吸引原创音乐

人入驻。比较成功的案例如木小雅，以

其原创作品《可能否》横扫全网，带些

慵懒的“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

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 歌声回

荡在无数人耳边， 上线五个月播放量

已经超过七亿次，评论量超过25万条。

1%出现个性化细分，一方面是各

家在线音乐平台对新内容的客观需

求， 另一方面也是在线音乐市场进入

精耕细作的时代， 多元化的细分内容

作为互联网的“长尾”成为各家公司不

容忽视的重要战场。 近日， 古风音乐

《敦煌定若远》 成功在短短5分钟内募

集20万元， 随即在腾讯系在线音乐平

台上架销售。正是通过互联网的特性，

才能把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古风音乐爱

好者集中了起来，形成一块大市场。

业内人士评价， 度过烧钱阶段后

的各家在线音乐平台开始沉浸下来，

把注意力放在扶持原创音乐人的发展

上，对整个音乐行业来说是好事。

黄 海

创 作 的

《龙猫》中

国 版 海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