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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市场已不是国产电影 “独乐乐” 的舞台， “亿元俱乐部” 里，

有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影片，如《神秘巨星》《嗝嗝老师》等
一众印度电影带给中国观众感动的同时， 也在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均破亿元， 占
据其影片在全球总票房的 “半壁江山”。 越来越多亚洲国家的电影在中国受此
礼遇： 黎巴嫩电影 《何以为家》 获得中国市场 3.7 亿元票房， 远远超过该片第
二大票房收入来源意大利的 100 多万美元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荩电影需要寻找有观众
基础的叙事方式和审美体验

金爵奖参赛影片、 墨西哥电影
《逃离小镇 》17 日在上海国际电影
节放映， 影片讲述了两位青年为了
逃离家乡， 引发了小镇上一系列匪
夷所思的故事。 影片采用极富魔幻
风格的叙述方式， 给观众带来完全
不同于其他地区电影的观影体验。

导演盖尔·加西亚·贝纳尔表
示，十年前接触《逃离小镇》剧本时，

其荒诞的故事风格， 讽刺意味极强
的故事情节就已让他震撼不已。 在
媒体见面会上，贝纳尔表示，电影需
要寻找有观众基础的叙事方式和审
美体验。 拉丁美洲向来盛产魔幻现
实主义，尤其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
代表的一批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
的出现， 更让这一表现手法有着扎
实的受众基础。所以，他希望也能借
助黑色幽默的方式， 给观众带来一
些反思，“即便人生处处是难关，但
生活还是要继续向前进”。

荩通过最简单的黑白影
像， 让观众感受电影中人物关
系的复杂性

金爵奖参赛片、 德国电影 《生
日》18 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影
片用“人”“猫”“大象”三个篇章串联
起来，精致的黑白摄影为平淡无奇的
日常场景注入了奇幻和神秘气息。

对于为何采用黑白摄影来呈现
一个家庭故事， 导演卡洛斯·A·莫
莱利在见面会上解释：“黑白电影历
史久远，它能够跨越时间、场所、国
别，产生一种‘非现实’的状态。 ”在
制片人看来， 黑白影像更能给观众
带来不一样的观看体验，“黑白片只
是一种形式， 我们希望以片中的小
故事来讲述一个大的主题， 通过最
简单的黑白影像， 观众能切身感受
电影故事中人物关系的复杂性。 ”

《生日》是导演对父子关系、家庭关
系的一次全新的探索和尝试，“我用
了很多意象来体现片中家庭内部的
挣扎。在我看来，影像本身就是一面
镜子，反射出我们的真实生活。 ”

荩观众会给电影故事“补
全”想要的结局

来自伊朗的金爵奖参赛剧情片
《梦之城堡 》20 日在上海国际电影
节进行了放映，导演雷萨·米尔卡里
米、制片人小雷萨·米尔卡里米等主
创来到现场与观众进行交流。

与中国观众熟知的伊朗电影一
样， 这部影片取材于伊朗普通百姓
生活，聚焦了一段家庭矛盾。 不过，

在表现手法上， 影片却借用了公路
电影的外壳， 父亲在前妻死后开着
车带两个孩子回家， 一路上遇到了
自己的情人、前妻的雇主、前妻兄弟
和警察等人。 被问及为何会想到采
用公路片的形式时，导演表示，在一
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 角色之间的
距离变近了，情绪就更容易被放大。

影片的结尾同样出乎观众意
料，当男主撞上一个不明物体，决定
下车查看时，影片戛然而止。突然终
止的电影叙事是导演的创意之一，

雷萨·米尔卡里米表示，这样的结尾
其实是为了呼应之前的剧情。 故事
的开头， 男主在一场车祸中肇事逃
逸而获罪入狱， 被迫抛下了妻儿。

“当车祸再一次发生时，父亲不再选
择逃逸而是下车查看， 观众想要的
结局，其实已经很明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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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票房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正在拉动全球电影市场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布，数据显示———

2018 年全球票房达 411 亿美元， 较 2017

年上升 1.2%?而这一增长离不开中国票房的高

速增长? 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电影市场第二大

票仓，其 90 亿美元的体量更是占到全球总票房

的 22%? 而 9.06%的增幅令中国仍是全球票房

当之无愧的增长最快国家?《中国电影产业研究

报告》昨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布，这一亮眼成

绩，无疑进一步给行业提振了信心。

国内电影产业与市场研究专家、 资深电影

发行人刘嘉认为， 近年全球电影产业发展速度

放缓甚至呈现疲软态势， 而中国票房的高速增

长成为其能够稳定发展的驱动器? 更令人欣喜

的是， 相比于依靠爆米花娱乐大片撑起票房半

边天的海外市场， 2018 年的中国银幕则以优

质内容驱动市场 ? 《红海行动 》 《我不是药

神》 再到今年的 《流浪地球》， 这些票房榜上

有名的电影同样在评分网站表现出色， 甚至成

功赢得海外市场的关注 ? 尤其是 《我不是药

神》 位列全球电影年度榜第 18 位， 在国际票

房榜排名第 12 位?

票房市场大了、好电影多了，产业进击，路

在何方？ 线上重融合、院线重经营、着力开发电

影衍生品拓展票房之外的版权增值空间， 成为

专家给出的关键词。

政策规范、 口碑片拉动下
的市场增长， 才是可持续的健
康发展

年度票房 90 亿美元， 年增幅 9.06%，2018

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两个数字， 对于全球影业

来说弥足珍贵。要知道，仅全球票房排行前六位

的国家中，就有日本、英国、德国三国出现负增

长。 其中第四位的英国负增长超过 20%。 这一

背景下 ，全球 1.2%的增幅里 ，足见中国 “驱动

器”的重要贡献。

而中国这架“驱动器”，绝不是靠着粗放式

发展与野蛮式增长。 2018 年，随着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政策举措推出，市场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市场竞争进一步规范。 在此背景下实现的票房

增长更注重质量。

正是得益于市场规范挤去了票房增长中的

泡沫，让优质电影浮出水面，实现口碑与票房齐

飞的态势。无论是 2019 年度迄今为止的票房冠

军《流浪地球》，还是 2018 年排名前三位的《红

海行动》《唐人街探案 2》和《我不是药神》，讲好中

国故事，成为电影市场的“刚需”。

更为健康的一个标志是， 中国电影市场不是

国产电影“独乐乐”的舞台、中国观众也不只对工

业化大国的大制作青睐，在《我不是药神》等国产

现实题材影片的带动下，中国电影“亿元俱乐部”

里，有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

影片，以及新锐电影力量的身影。 《神秘巨星》《嗝

嗝老师》 等一众印度电影带给中国观众感动的同

时，也在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均破亿元，占据其影片

在全球总票房的“半壁江山”。 越来越多亚洲国家

的电影在中国受此礼遇。就在不久前，就有黎巴嫩

电影《何以为家》和印度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在

中国影院上映，在好莱坞商业大片夹击下，前者更

是获得中国市场 3.7 亿元票房， 远远超过该片第

二大票房收入来源意大利的 100 多万美元。

电影消费与新媒体娱乐消费
融合成产业增值新空间

内容与市场做大做强的同时， 中国电影人已

经把目光聚焦于产业的完善发展之中。 一个问题

因而被聚焦———中国电影产业目前仍主要依赖票

房收入，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显然能够为电影从制

作、营销到衍生消费打开更多空间。

而事实上随着新媒体娱乐消费的逐渐兴起，

视频网站的付费用户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刘嘉

提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今年 4 月，爱奇艺、腾

讯视频等几家主要平台的付费用户总数已经超过

四亿， 其在线消费观看电影的营收也成为电影产

业增量所在。与此同时，视频网站背后的互联网巨

头大踏步进入影视制作，也激活了产业。Netflix 不

断增投影视制作费用， 年投入预计达到 120 亿美

金。 而在国内，据《2018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 》 显示 ，2018 年上线网络大电影总数为 1373

部，尽管总体数量上较 2017 年下降，但奔着“精品

化”的目标，无论从最初的投入成本还是最后的收

益分账来看，都实现快速增长。仅爱奇艺一家平台

2018 年破千万的网络电影数量达到 25 部 ，较

2017 年翻倍。 网络电影不再是粗制滥造的代名

词，而是成为院线电影的一种良好补充。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导演尹力则指

出中国电影产业目前在产业衍生品开发还不够的

问题。 在这个领域，基于影片 IP 形象授权开发的

玩偶、服装、食品是一种，能够形成主题公园拉动

区域文旅消费的集聚效应更有待关注。

此外，在市场产业一片红中，一个“冷数字”值

得注意———去年银幕票房收入为 101.49 万元，这

较之 2017 年下跌 7.8%。 而这背后，却是 2018 年

新增银幕 9303 块，这令中国以 60079 块银幕总数

位居世界第一。 这意味着， 对于新增出的银幕数

量，尚缺乏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运营，使电影市场

的票房价值最大化。因而刘嘉提醒，在影院的扩张

中，“不能重建设而轻经营”。观影消费的圈层分化

越来越明显，能否通过一些“定制化服务”来提高

院线影院的服务附加值，能否通过整合院线，改变

目前院线市场数量过多， 然而其中部分规模过小

的局面， 都将成为产业进击之路需要破局问计的

关键所在。

印尼电影里的热带色彩和风土
印尼电影《山间生活》入围了今年上海国际电

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影

片的首映结束后，原定 15 分钟的导演映后谈延长

到近 40 分钟， 因为导演尤素夫·拉贾穆达的老乡

们拉着他有聊不完的话。 印尼领事馆的一位工作

人员特地赶到上海看片， 一位和导演同乡的小伙

子开口就是乡音， 他们说， 能够在国际化的大城

市、尤其在国际电影节的场合看到印尼电影，是不

太容易的。 导演说，他知道入围消息时，以为自己

跌进一场梦里：“这部关于小山村的电影竟然能到

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放映！ ”

正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近年来坚持在选片

和策展时向“电影小国”倾斜，致力于发掘亚洲新

人，寻找电影更多元的风貌，才让这些本来被认为

“不可能走向大千世界” 的电影和电影人被发现。

《山间生活》连带“地球村—印尼风情”展映单元的

5 部印尼新片，让上海观众看到印尼在赤道海岛、

雨林和婆罗浮屠这些旅游资源之外的另一种面

目， 电影里热带绚烂的色彩和潮湿的风土呈现着

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世界。

印尼的电影工业不如菲律宾发达， 不像后者拥

有成熟的电影职业教育体系， 但印尼电影里并不缺

使用全球化的、剧情片语法的类型片。 “地球村—印

尼风情”的选片中，有《与魔鬼共舞》这种恐怖悬疑

片，也有《味精一代》这样的叛逆青春片。 不过，印尼

电影里出挑的、带来新鲜感的作品，往往是那些类型

元素并不突出， 也没有严格遵守剧情片框架的散文

电影，看似匮乏具有吸引力的情节，节奏也略松散，

却带着简单、真诚的视听美感，创作者用敏锐的感受

力捕捉到自然风土的质感， 在高度感性的影像表达

中记录到时间的痕迹。 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创作路

径，电影和生活，艺术和日常，幻想和现实———两两

之间互相渗透。

《山间生活》就是特别简单的一部电影，没有烧

脑的剧情和复杂的人物。 主角是个小男孩，和母亲、

祖父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母亲病了，因为医疗条

件落后，她只能等死。 母亲垂死的日子里，日子还是

要继续过，她用含蓄的办法让孩子逐渐接受“她缺席

的生活”。 男孩半懂不懂，他被抛进了一个既不完全

理解、也没准备好接受的境遇里。导演在分享创作经

验时谈到，他的创作初衷是不带野心的，只是想拍自

己的故乡，用电影的方式再现大山里的植被、声音、

气味，以及被困在大山深处的人。电影里落后的山乡

就是他的老家，在他年少时，若干次地目睹得病的村

民因为无法得到及时医治而潦草地死去了， 他仍然

记得童年深陷过的孤独和恐惧。 所以影片使用了男

孩的视角，呈现一个孩子的“看”和“想象”，它不制造

任何智识或道德的负累， 舒缓展开的影像是高度感

官化的，创造了浸没式的观影体验。

参与展映的《洪巴绮梦》也是一则家乡叙事，以

“电影专业学生返乡”的主线，通过小伙子的“看”，展

开了洪巴岛的浮世绘画卷。另一部展映片《印尼饮食

男女》，剧情主线借鉴了法式小清新的爱情片，四个

青年男女结伴去一个目的地，暗恋明恋、友情爱情纠

结得很。但是依样画瓢的恋爱游戏拍得平平，好看的

是副线———这群小儿女们一路邂逅的印尼风光和食

物。 “男女”面目模糊，“饮食”则活色生香，食物的气

息隔着银幕传遍影院。

印尼电影带来的惊喜和趣味就在于此， 也许那

里的电影产业不足以支持规模宏大的工业化产品，

电影人也未必各个是做类型片“行活”的高手，但他

们能领会到，让热带生活彰显它本身的色彩和风貌，

这何尝不是“艺术”。借由简单却直观的视听表达，印

尼电影创造了差异化的观影体验。

文化

锡兰：闻得到生活气息，电影才能说服观众
金爵奖评委会主席亮相主席论坛，与各国青年影人畅谈电影的创作及魅力

“真实的生活，其实比‘超现实主义’更‘超现

实’。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努

里·比格·锡兰昨天亮相主席论坛， 与来自各国的

青年影人聊电影创作， 他表示镜头能赋予观众更

多层面的思考，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锡兰是土耳其国宝级导演。 2011 年以《小亚

细亚往事》 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2014 年以 《冬

眠》拿下金棕榈奖，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他是欧

亚大陆艺术电影的一面旗帜。 锡兰透露在自己的

创作中，大师和经典是他不尽的力量源泉，他喜爱

契诃夫，在电影中，“我会通过他的眼睛，过滤这个

世界”。

镜头对准熟悉的乡间，在电影中
重塑生活不容易

锡兰擅长用深沉悠长的镜头， 展现土耳其诗

情画意的自然风光， 以及平静表面下人们精神生

活的暗流汹涌。 谈到为何将镜头专注于土耳其安

纳托利亚的乡间， 从不考虑异域的风景， 锡兰表

示，艺术创作的说服力应该来自于生活，电影必须

增加丰富真实的细节，闻得到生活的气息，才能说

服观众。

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锡兰最新力作 《野梨

树》，创作视角就受到他回乡探亲之际，重逢一位

退休老师的影响。锡兰过去非常敬重这位老师，他

和锡兰父亲一样，一辈子在村里务农，对大多数人

都很陌生疏远，也不被周围的人喜欢。 “从他们身

上，能看到土耳其农村社会的残酷一面。我想用电

影对这些价值观提出一些问题。”锡兰向退休教师

的儿子提出，能否写一些对他父亲的回忆。三个月

之后， 他收到了满满八页的故事。 ———这些书信

成为了锡兰创作《野梨树》的重要素材。

“在电影中重塑生活是不易的，观察、理解、认

识生活的细节，你需要对文化、政治、历史有深入

的了解。 ” 锡兰透露他在上海博物馆拍了许多照

片，回家发现很多展品乍一看风格很类似，深究细

节，其实都各不相同。 同理，艺术家也可以围绕同

一个主题进行创作，结果却会千差万别，如此才能

百花齐放。 “导演独特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对生

活的直觉和思考。 ”

大师和经典是滋养，导演要把
一些内容藏起来，让观众去探索

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主席及评委作

品展， 是锡兰在中国大陆首个完整个人回顾影

展，加上一部短片作品《茧》，共展映他的九部电

影。 锡兰并非高产的导演，他说：“每拍一部作品，它

就会改变我，为我找到方向，去拍下一部电影。”对他

而言，灵感来自各处，没有公式可言，就像河流中的

水滴，慢慢集聚，汇成了奔涌向前的滔滔激情。

在锡兰逐渐享誉国际的前行道路上， 大师和经

典，正是他不尽的力量源泉。 “契诃夫所有的戏剧和

诗篇，我都读过很多遍。 ”除了向契诃夫遗作《樱桃

园》致敬的《五月碧云天》，锡兰告诉记者在他所有电

影中，“都能看到契诃夫的影子”。

或许是文学深厚的滋养， 让锡兰的电影中不乏哲

学性的大篇幅对白。 那么，这是否会使观众感到烦闷？

锡兰回答：“所有类型的电影都会使部分观众感到无

聊，所以‘无聊’不该是导演考虑的问题。导演应该考虑

的，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议题，它对别人来说可能也具

有重要性，如此就能找到电影的受众。 ”

锡兰将文学对话比作一场“游戏”，它确实因为和

现实生活存在距离，很难在电影中呈现，但其中的真实

和隐瞒，能丰富地展现人物性格，甚至成为华彩段落。

在这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堪称锡兰电影创作的艺术

指导：“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大论的对话，

它们精彩地展现了人性，并且启示我：导演不仅要让观

众看到一些内容，还要把一些内容藏起来，让观众自己

去探索。 ”

在留白的部分，锡兰擅长用声音给观众提示。 “布

列松说过，如果可以用声音讲故事，我们就不必用画面

展示出来。 ”在大师的影响下，锡兰养成了必须全权把

控每一个声音细节的考究。 他会从成千上万种声音中

找到独特的一种，引导观众理解电影叙事。

寄语电影新生力量： 在调整和尝试
中，期待艺术的偶然奇迹

锡兰说，拍摄电影是他摆脱孤独的方式。 他坦言，

“我是一个很忧郁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孤独，我不需要

用电影去创造生命的意义。 ”

锡兰透露了自己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他从伊斯

坦布尔海峡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 花了两年时

间在米马尔希南艺术大学学习电影， 又度过了将近十

年的迷茫岁月。 “那个年代， 摄影只能作为一种业余

爱好， 很多人不认可靠艺术谋生。” 锡兰在大学毕业

后留学伦敦， 找不到未来职业方向， 只能从餐厅服务

员做起……他鼓励年轻影人： “恐惧能转化为你的动

力源泉， 不要被害怕打倒， 继续孤单地前进吧。”

锡兰表示， 生在数字时代的年轻影人是幸运的，

数字拍摄给予艺术创作更多可能性。 “从我拍摄第一

部电影开始用的都是胶片。 胶片太昂贵了， 演员压力

很大， 一点小错就会耗费几百美元。 同一个镜头， 当

时可能最多拍三遍， 而有了数字拍摄可以拍几十遍，

在调整和尝试中明确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 期待一个

偶然的奇迹。 ”

■上海国际电影节精彩看点系列⑤

《山间生活》 海报。

▲锡兰以《五月碧云天》致敬阿巴斯·基亚罗

斯塔米的《橄榄树下的情人》和契诃夫的遗作《樱

桃园》。 影片犹如一首土耳其风土人情的赞美诗，

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图为该片海报。

茛锡兰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

奖的作品《小亚细亚往事 》，带有俄罗

斯文学的厚重特质， 巧妙嵌入了契诃

夫作品语段， 杂糅意想不到的超自然

现象， 探讨了土耳其本土文化中的生

死灵魂归宿等问题。 戛然而止的结尾

意味深长地为这场电影之旅带来生命

的无解谜团。 图为该片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