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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开门红”凸显中国电影结构性变化
六天票房初报 57.9 亿元，刷新 2018 年纪录；比市场扩容更受业界关注的是创作提质

依靠大年初一收获的 14.33 亿元

票房 ， 己亥年六天的电影总票房初

报 57.9 亿元 ， 超过 2018 年的 57.38

亿元。

毫无疑问， 中国电影又一次在中

国新年赢得了开门红。 春节假期落幕

时， 承载中国人科幻理想的 《流浪地

球》 已收获了 20 亿元票房； 都有较

高完成度的 《疯狂的外星人》 与 《飞

驰人生》 票房分别超过了 14 亿元和

10 亿元 ； 档期总共八部影片里 ， 有

七部票房迈过亿元。

与前两年相比， 己亥年的开门红

又是气质不同的。 如果说过去几年大

银幕的增长让中国电影能在春节时分

凭 “人口红利” 屡创新高， 那么今年

发生的诸多新现象， 如类型拓宽、 品

质提升、 增速放缓都指向了中国电影

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国文

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 “中

国电影需要从产业的黄金发展时间走

向创作的黄金时间， 今年春节档可以

视作中国电影过去几年不断倡导 ‘品

质提升’ 的一个缩影， 在意义表达和

制作完成度上都超过去年。 而从此番

市场反响来看， 如何差异化满足不同

观众的观影需求， 如何发掘中国电影

新力量 ， 如何进一步调动观影热情

等， 这些课题也都随着备受关注的档

期而一一放大， 值得研究。”

从技术到流程， 中国电
影工业的步步升级清晰可见

银幕上， 航天员刘培强操纵空间

站冲向木星时， 《流浪地球》 代表着

中国硬科幻电影迈出了扎实一步； 落

入地球的外星人遛着耿浩和大飞两人

满大街转悠时， 《疯狂的外星人》 在

真人与 CG 特效结合上做得恰如其

分； 张驰向着巴音布鲁克魔鬼赛道挺

进时， 《飞驰人生》 的赛车部分亦是

中国电影工业在新领域的一次尝新。

春节档排行前三的影片都与中国电影

工业的进步休戚相关， 这不是偶然。

电影是基于一定工业模式上的艺

术产品， 如是观点， 早在世界范围内被

反复验证。 曾经， 手工作坊式的电影制

作， 是中国电影亟需摆脱的粗放型发展

印象。 如今， 在一年中最好的档期、 在

商业大片最集中的六天， 票房 “能打”

之作都与工业的步步升级呈现正相关。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评价 《流浪地球 》 超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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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准 。 ” 在他看来 ， 工业完成度是

“1”， 刘慈欣提供的拯救地球、 太空流

浪的想象以及片中呈现的全球背景、 人

性框架下的中国主体英雄设计等， 则是

许多个 “0”。 只有迈过 “1” 的硬科幻

门槛， 之后的 “0” 才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疯狂的外星人》

在工业上的成功不止于技术， 还体现在

了流程上。 该片集合了所有可以在春节

假期吸引观众的元素： 喜剧与荒诞、 土

与洋、 特效与金句， 它的背后有六名编

剧， 每人各司其职， 恰体现了工业化的

制作流程。

技术、 流程、 美学， 都是构建电影

工业的必要元素。 中国电影能接入国际

一流的工业流程， 好事一桩， 也是课题

一道。

从满足需求到实现情感
与价值的认同，“共同体美学”

正在多渠道建立

如果拉一张类型谱 ， 己亥年春节

档的类型丰盛 ， 大约是近年来之最 。 科

幻影片 《流浪地球 》、 荒诞喜剧 《疯狂的

外星人 》、 喜剧与运动题材 《飞驰人

生 》、 喜剧励志 《新喜剧之王 》、 奇幻片

《神探蒲松龄 》、 动画 《熊出没·原始时

代 》、 真人与动画结合 《小猪佩奇过大

年 》、 港式反腐题材 《廉政风云 》， 几无

同质。

更值得一书的， 是今年终于有影片能

满足一家老少在同一个影厅实现团圆的

“合家欢电影” 了， 且不止一部。 在不少

专家看来， 《疯狂的外星人》 《新喜

剧之王》 《飞驰人生》 《流浪地球》

都符合全家观看的审美习惯和智识

需求 ， 而非简单的 “大手牵小手 ”

陪伴式观影。

如 《飞驰人生》， 该片讲述了落

魄车王重新崛起的故事 。 对年轻男

性 ， 外在的搏击与内心的热血 ， 是

最浅表的主题词； 于女性及年长者，

失意人拼搏奋起的内在精神写照 ，

以及凡俗人生多见的不舍追求 ， 是

触动内心柔软处的通关密码 ； 对于

孩子 ， 瑰丽画面抵达的梦幻 、 想象

及最后的浪漫飞扬 ， 都不失视觉享

受 。 而片中没有真正的反派 ， 新老

车王间的尊重与公平 ， 老伙计间的

团队精神与互信情谊 ， 都让这部充

溢时代正能量的影片能被广泛人群

接受。 又如 《新喜剧之王》， 天真者

看到永不言弃的执著 ， 思考深一步

的则看到喜剧的反讽 。 北京大学教

授李道新说 ： “一部是小人物笑中

含泪， 一部聚焦落魄后的人生况味。

在类型的基础上言志 ， 以个人经验

与人生境界通情 ， 这是两部影片能

动情和感人的相似原因。” 包括 《流

浪地球 》， 它能成为 2019 年第一部

现象级电影 ， 片中的中国元素 、 中

国文化 ， 以及三代情 、 兄妹情 、 战

友情、 家园情愫等中国式人情味， 都

在合力构筑着硬奇观下的软感动。

从满足观众的类型需求， 到银幕

内外实现情感与价值的认同， 中国电

影赖以在中国市场发扬光大的 “共同

体美学” 正在通过多渠道建立。

春节档需要大量低频观影人群的

支撑 ， 也成为培养观众观影习惯的

重要档期 。 与此同时 ， “到网络观

影 ” 也正在让中国电影的长尾效应

最大化 。 “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结

构性变化 。 应对变化 ， 我们需要在

市场端做更深入的田野调查、 更深入

的全面分析， 需要不断培育观众、 特

别是有效观影人群， 进一步释放人口

红利 。” 饶曙光认为 ， “在创作端 ，

提升品质、 为中国电影注入新力量、

新创意， 满足互联网一代的文化想象

等， 都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性工程。”

择“医”事终一生，良善永存心间
“身教大于言传”在王家东的杏林之家拥有完美演绎

春节假期， 上海仁济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主任王家东照例要携妻

儿去看望父母。 这家人聚在一起真有

趣，坐下来全是医生，王家东与妻儿上

的还是同一所医学院。 而在他们的大

家族里，四代几乎都是“医”家人。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 这个家族的

一代代人都不约而同地择“医”事、终

一生，“身教大于言传” 在这个家族里

拥有了最完美的演绎。

祖辈实业报国，后代多
是“医”家人

家人都是医生，是怎样一种体验？

王家东笑答：“也许会吵架。 ”他说，自

己读的是上海第二医学院， 年轻时与

当中医的父亲打起“中医 VS 西医”的

嘴仗来， 父亲气得拍桌子又瞪眼让他

滚，“现在想想，年轻不懂事”。

如今的他，从医 30 多年，见过太

多起死回生的奇迹， 也目睹了太多生

死离别的痛苦， 明白了医学是有极限

的，也明白了中医、西医完全属于不同

体系，实无可比性。而在自己从医的过

程中，他也越来越理解父亲，发现父亲

对中医是真喜欢，“得了重病， 会请师

兄弟给开方子”，这种对中医、对自己

一辈子职业的信奉，儿子都看在眼里。

王家东的父亲读的是创建于

1956 年的上海中医学院，为新中国建

立后的首批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 他

是首期学员，同学有顾伯华、严世芸、

刘嘉湘等人， 如今都是响当当的名中

医。王家东的母亲也是医生，上世纪六

十年代，母亲一毕业就服从全国分配，

奔赴青海格尔木， 在青藏高原服务十

多年，七十年代才返沪。

“祖辈崇尚读书，曾祖父是最后一

批庚款留学生，学的是铁路专业。 ”王家

东说，当时强调实业报国，曾祖父回国后

就投入铁路建设，参与了沪杭铁路建设，

把家都安在了铁路边， 如今的浙江嘉兴

一带。

曾祖父之后， 从王家东的祖父辈开

始，学医成为家族特色。他的祖父毕业于

齐鲁医学院，后到南京从医，祖父的兄弟

中还有好多学医的， 祖母也是妇产科医

生。 慢慢地，后代几乎都是“医”家人，且

在当地多流传着救死扶伤的美谈。

一撮头发， 一个名字，身
教大于言传

王家东说，自祖父起，家中就有不成

文的规矩：不干涉小辈择业。唯有两点要

求：第一，得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自己；第

二，不为恶。 而祖父母辈从医开始，救助

伤者的善举也影响了后代的择业。

王家东回忆起， 因母亲十多年在青

海支医，因此出生于 1961 年的他从小由

祖父母抚养。 “祖父母退休后，家里求医

问药者不断，他们总竭力助人，遇到穷苦

人家看病，还倒贴钱。”王家东说，长大后

他慢慢明白了这种行为就叫“良善”。 跟

随祖父母长大的经历让他从小就感觉，

医生是一份很好的职业， 能把笑容带给

许多人。

1979 年，18 岁的王家东即将参加高

考。 他告诉祖父：想学医。 祖父说，“学医

好”，就陪着他一起复习，背诵英语单词

和课文。那一年，王家东考上了上海第二

医学院。

关于做医生，祖父、祖母、父亲、母亲

都没给王家东具体耳提面命过什么，但

王家东对一件事记忆很深， 那是他大学

时。有一天，祖父看到《文汇报》刊登一

则上海红十字会成功实现一例遗体捐

献的新闻报道。

“老爷子第二天领回一张遗体捐

献的油印报名表，要父亲签字，同意帮

他实现愿望。 ”王家东说，祖父当时已

肠癌肝转移，希望为国家、为医学事业

最后做些贡献。

1983 年，老爷子的愿望实现了，他

的遗体捐给了上海中医学院。 当时，遗

体捐献的人本就凤毛麟角，捐给中医院

校就更少了。 老爷子指明捐给中医学

院，也是为了感谢这所学校培养了自己

的儿子。

多日后， 上海中医学院来电，原

来， 解剖教研室为老人善举所感动，

剪了一撮老人的头发， 灰白色的，作

为给家属的最后留念。 此后，上海给

这些捐献者在福寿园立了一块集体

纪念碑，王家东曾带着在美国读医科

的侄女前往祭扫， 他们在纪念碑上找

到了老人的名字：“王克仁”。

良善之心代代相传，医
学世家堪称美谈

一撮头发，一个名字，成为对王家

东及这个家族众多孩子的最好教育，

教他们如何做人， 如何对待自己的国

家，如何对待自己热爱的事业。

“他对病人是真好。 ”王家东在病

人中有口皆碑。有一次，一台急诊手术

后，病人出现并发症，情况危急，当值

医生打电话给王家东求助。 那是晚上

七点多，刚吃过晚饭，住医院附近的王

家东放下电话就往医院跑。 由于跑得

太急， 他在马路上一下子把刚吃的晚

饭都吐了出来，脸涨得通红，路人纷纷

上前帮忙，他连连说没事。直到奔到医

院，完成病人的救治，他才心满意足地

躺倒休息。

“老人们对我们小辈的影响其实

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要善良。”王家

东说，做医生更要如此，“聪明是加分，

善良是底色。 ”

王家东的两个侄女都在美国求

学， 一个已入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 另一个在哈佛大学读本科一

年级， 已表示本科毕业后就去申请攻

读医学院。 王家东夫妇对儿子王圣明

的志向，一直尊奉老人“不干涉小辈择

业”的原则。

王圣明高中就读于复旦附中，在

校期间获得全额资助交换到美国一所

公立高中留学，在美学习九个月后，他

告诉父母：想当医生。

父母后来才知道， 他在美国已考

了 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而且得

了高分， 他的学习、 生活也适应得很

好，完全可以在美国继续学业，可他拿

定了主意：“我要回国， 我要在中国当

医生，为中国人服务。 ”

高考这年， 王圣明同时获得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的提前录取资格，“二选一” 必须放

弃一个， 他选择了上海交大医学院法

语八年制班，与父母成了校友。

如今，王圣明已读到五年级，在瑞

金医院实习。“我的爸爸 365 天都在上

班……我的妈妈也是如此。”他曾在小

学作文《我的爸爸》里这样写道，并跟

同学自嘲自己是“留守儿童”，由于父

母太忙，初中时家长会都是“自己去跟

老师谈”。 在“吐槽”完父母的多年之

后，他也穿上了白大褂。 “嘴上不愿承

认，但其实潜移默化受到爸爸的影响，

我跟他越来越像了。 ”他“自嘲”道。

古代将医学世家称为杏林之家，

主要说的是中医世家， 世代为医以传

承家族秘不外宣的祖传秘方。王家东这

家人的“医”家故事告诉我们：现代医学

世家的传承已无关家传之法，而是一份

济世的良善“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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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地球》 代表着中国硬科幻电影迈出了扎实一步， 图为该电

影剧照。

荨导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电影， 在 4000 米海拔拍摄赛车漂移

场景， 使得这部 “上海出品” 为国内大银幕绘就了少有的赛车运动的绚

丽画面。 图为 《飞驰人生》 剧照。 制图： 李洁

在多彩文化年俗中收获中国年的幸福
（上接第一版）

基层和乡村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欢乐春节全球参与

春节是农耕文明赐予中华民族的礼

物，但文化不会停留在昨日。 基层和乡村

的春节休闲方式已不再只有 K 歌、打牌、

搓麻将“老三样”。全国各地县、乡、村的民

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人民的节

日生活，新的文化样态不断更新，让春节

这杯佳酿散发出历久弥新的芬芳。

打开社交媒体，不少热传的视频里有

着相似的画面：村民当上了“村晚”导演，

左邻右舍成为舞台主角，流行歌、广场舞、

魔术、诗朗诵、戏曲选段、武术表演，热闹

的吹拉弹唱分享着又是一年春来到的甜

蜜幸福。而逛庙会、猜灯谜、旅游文化巡游

等迎新活动， 吸引着城里人去农村闹新

春。 草莓采摘、柑橘采摘则是亲子游的热

门选项。田间地头的幸福瞬间经过网络传

播，全球亲友齐来点赞，幸福无远弗届。

与此同时，“欢乐春节” 活动在全球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6 座城市举办演

出、展览、庙会等 1500 多项活动，讲述美

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日益丰富的春节

文化生活彰显国民幸福，处处体现大众对

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生活的认同和文化

自信。

各部门多措并举 ，确保假
日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守护好作为文化传统的春节，也是守

护好人民的身体和心灵，守护好满满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国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提前部署

应急值守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对重点部

位的安全监管，多部门联动，文化综合执

法效果明显，市场秩序良好。

春节期间，北京、四川、湖北、安徽等

地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提醒大

家安全出行、文明守礼、勤俭过节，强化文

明旅游氛围，传播文明旅游理念，提高市

民和游客文明旅游素质。正是各部门多措

并举，让全国人民得以在安全舒心的环境

中，一起重温情感认同、夯实文化归属，打

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信。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这个春节假期，我

们万水千山奔向天地跑道。

营商环境改革，让上海的竞争力大踏步迈进
（上接第一版）

瞄准简政放权、 提升政府效能的方

向，上海持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 2017 年

以来，全市累计取消和调整市级行政审批

事项共 178 项，精简各类证明 254 项。

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上海还

在不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启动中国

（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推出知识产权

执法“雷霆行动”，以高标准打造知识产权

保护高地。

这些可见可感的改革举措的背后，更

深刻的变化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

随着上海营商环境改革不断深入，一些新

词语也逐渐成为政府工作的座右铭：“用

政府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 ”

“从以部门为中心转向以企业为中心”“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短短一年，“店小二”理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

改革没有完成时，2.0 版方
案已形成

过去一年，上海推出了大量掷地有声

的改革举措，改革成效有目共睹。然而，值

得一提的是，每逢相关市级会议，上海总

是在重申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 只有更

好”，强调“营商环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这种意识，让人们对上海后续

改革前景充满信心。

事实上， 就在世界银行 2019 营商环

境报告发布之时，上海已在积极筹划新一

轮改革举措。今年上海两会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2019 年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先行先试一批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实现

营商环境改革新突破”“在提升企业获得

感和满意度上取得新进展”。

据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透露，目

前上海已形成 2.0 版本的营商环境改革

计划，针对世界银行相关指标，提出 88 项

改革举措和建议；此外，还将实施 38 项自

主改革举措，继续大幅压减办成一件事的

时间、费用、材料、环节。

作为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要成果，以及

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支撑体系，上海“一网

通办”平台今年也将大刀阔斧地推出升级

版，在实现办事时间、办事流程“双减半”

的同时， 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流程再造，以

及民生事务全市通办项目“双过百”。

对于上海营商环境的发展前景，世界

银行的判断无疑相当客观且权威。在不久

前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场智库

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项目负责

人马钦·皮亚科沃斯基用两句话描述了他

的观点：其一，营商环境改革就像骑自行

车，如果停滞不前，就会摔倒；其二，上海

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未来会更好。

■ 从王家东的祖父辈起，王家就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不干涉小
辈择业。唯有两点要求：第一，得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自己；第二，不
为恶。而祖父母辈从医开始，救助伤者的善举也影响了后代的择业

■ 古代将医学世家称为杏林之家，主要说的是中医世家，世代为
医以传承家族秘不外宣的祖传秘方。王家东这家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现
代医学世家的传承已无关家传之法，而是一份济世的良善“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