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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中国如何

“好莱虎”
万斯琴

从 1994年引进第一部美国分账
大片开始，中国电影市场每年都在上
映同一部影片，片名权且叫做———
《中美之战》。

迄今为止，这部“战争片”还只演
到开场。

2012年 2月 18日，中美双方就
解决 WTO 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
录达成协议，中国每年将增加 14部
美国进口大片，以 IMAX 和 3D 电影
为主；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从 13%
提高到 25%。

该消息的官方通稿以“双方赞赏
彼此为解决这一分歧所做出的努力”
的和谐之调作为此项协议的“背景音
乐”———但在这部历时 18年的“中美
大战”中，对于自我保护一直高于自
我提升的中国电影市场而言，这段
“背景音乐”充其量只是掩耳盗铃式
的自我安慰。

穿过中国光阴的美国电影

美国电影充斥的成长岁月，是一
代中国青年的共同记忆。

小学时，爱看《狮子王》；中学时，
学校组织观看《泰坦尼克号》；上了大
学，迷恋《魔戒》和《哈利波特》；毕业
后，沉醉于《阿凡达》的视觉盛宴和
《2012》的惊人特效……对于中国传
媒大学电影学博士研究生马晓光来
说，这是他过去成长岁月里的光阴故
事。

这也是大多数生于 80年代的中
国青年的回忆，其中很重要的那部分
就是———穿越其间的美国电影。

年少的马晓光当时未曾想到，研
究美国电影会成为他后来学习和工
作的主要内容。从爱看电影的孩子到
专业电影研究者，不是每个中国青年
的经历，但是美国电影充斥的成长岁
月，却是一代中国青年的共同记忆。
“从小就喜欢去电影院里看美国

大片，总是在想，美国电影怎么会这
么好看？”马晓光说。
“美国片怎么这么好看？”这也是

许多中国人都有过头一次进电影院
看到美国大片的深刻印象。在上世纪
90年代，美国大片带给中国人的震撼
感受堪称无与伦比。

初尝这种“震撼之感”的第一个
中国人名叫韩茂瑞。

1994年 11月 11日，在这个如今
被称为光棍节的日子里，时任北京海
淀区电影公司经理的韩茂瑞在提心
吊胆度过了一整天，因为他在时刻担
心刚运到仓库的《亡命天涯》拷贝第
二天还能不能如期上映。

到了晚上 10点左右，韩茂瑞最
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北京市

有关部门领导找到韩茂瑞，用“组织
命令”要求海淀区电影公司必须停止
发行。
在那个晚上，韩茂瑞决定学一学

《亡命天涯》里的哈里森·福特。
“其实我也是被逼的，代理发行

合同已经公证了，毁约要支付高额赔
偿款，于是就横下一条心，逼得自己
‘亡命天涯’了。”韩茂瑞后来回忆道。

当晚，韩茂瑞和领导的会谈一直
持续到夜里 12点，领导提出要看电
影拷贝，韩茂瑞谎称没拿到。等领导
一走，他赶去仓库，把影片的 8 个拷
贝放在公司的桑塔纳车上，然后就开
着车在北京街头转悠，“就像地下工
作者保护着秘密材料一般”。
“亡命街头”的那晚，北京夜色秋

凉如水，在韩茂瑞的记忆里犹如电影
胶片铭刻于心。

好容易熬到了凌晨 7点，韩茂瑞
将车停在蓟门桥下，逐一给 13家影
院经理打电话，让他们来拿拷贝。

1994年 11月 12日，第一部美国
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和中国观众见
面。

出于顾虑，当时电影海报上的宣
传语写得很“口号”：“改革年代，激烈
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
这样的忐忑很快被成功的票房

轻松化解。
1年之后，在南方某城市，电影院

门口的海报已经变得相当直接：“不
看《真实的谎言》的人是傻子！”

18年之后，截止到 2012年 2月
26日，以累计突破 6亿元占据目前国
内票房绝对优势的电影《碟中谍 4》仍
然是一部纯正的美国大片。

如果说，自引进第一部美国分账
大片之日起，这部叫做《中美之战》的
大片就持续上演，那么，每一个中国
观众都是这部电影的演员，因为贯穿
了岁月的记忆和成长的痕迹。

美国大片“攻城”

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的热情加速
了美国大片的“攻城略地”。

1994年 11月 12日，北京多家影
院门口，买票看《亡命天涯》的观众在
寒风中排起了长队。这是“影院前多
年不见的热闹场面”。
《亡命天涯》以 2500 万元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票房成功，一年之后，《真
实的谎言》以 1.02亿元的票房告诉中
国电影市场“一切皆有可能”。
《亡命天涯》中哈里森·福特乘坐

的囚车与火车相撞时，只是让观众
“下意识地抓牢了扶手”，等到《真实
的谎言》中，看见阿诺·施瓦辛格驾驶
美国海军战机闪亮登场，观众从“眩
晕和震惊”中被征服，方才领略到了
什么叫动作大片。

影片中的美国英雄同时拯救了
中国电影市场。援引时任中影公司宣
传处处长金忠强的话说，“那时整个
电影市场滑坡比较厉害，引进美国分
账大片会对市场有一定好处”。

电影院的春天是全方面的。
那时的中国，美国大片成了少有

的全国性流行文化热点。在许多地
方，不看美国大片等同于落伍。

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的热情加速
了美国大片的“攻城略地”。大片时代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踏上征程，“中美
之战”就此展开。

1998年被称为引进片的低潮期，
因为随着“新鲜劲儿”的过去，中国观
众不再像头几年那样“趋之若鹜”。然
而，美国大片气势已定。

从《黑客帝国》到《海底总动员》，
从《角斗士》到《阿凡达》，从《2012》到
《变形金刚》……每年的中国电影市
场上，票房赢家中必有美国影片。

在截止到 2012年 3月 2日的中
国十五大城市电影排片统计中，排片
量前五部影片无一例外都是纯正的
美国大片。以 21.12%昂首排在第一位
的电影《战马》，其导演史蒂文·斯皮
尔伯格的旧作《拯救大兵瑞恩》，曾在
1998年给中国观众带来强大冲击波。

同样在 1998 年，《泰坦尼克号》
创下了 3.6亿元的票房神话，此项纪
录后来由《阿凡达》打破———而不是
国人一直期待的国产电影。《阿凡达》
一片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另一个重
要意义还在于：以 14亿元高票房推
动 2010头两个月全国总票房超过 20
亿元，为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挺进
100亿”力拔头筹。

及至 2011年，在国内上映的 244
部影片中，进口片仅有 64部，而其票
房却占据了全年总票房的 37%。
国产大片“沉浮”

中国影片在倒退———无论是在
抗衡美国进口片还是自身制作水准
上。

在电影市场滑坡的上世纪 90年
代，被称为“狼来了”的美国大片实则
起到了“救市”作用，在其促发之下，
中国电影市场亦现新生机。

1998年，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国产
贺岁片———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上
映，该片正是受了“分账大片对国内
市场的刺激作用”。

2002 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
2.5亿元高票房，中国电影市场开始
进入“国产大片”时代，随着《十面埋
伏》在 2004年暑假档期的再次成功，
此后，国产大片票房连续 4年超过进
口片票房。

美国大片看似棋逢对手，“中美
之战”似乎进入胶着状态。

但遗憾的是，国产电影渐渐后力
不接。在越来越强劲的好莱坞面前，
中国电影显得整体平庸。在中国电影
迈入了“百亿时代”的 2010 年，除去
《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有分量
的华语影片再无其他。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曾这
样描述中国电影当下的三大顽疾：
“1、影片整体质量堪忧，缺少精品；2、
偷漏瞒报现象严重；3、无法走出国
门”。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影
片在倒退———无论是在抗衡美国进
口片还是自身制作水准上。

尽管少数中国导演的作品已经
能同好莱坞大片抗衡，但他们只是单
兵弱将，中国电影的整体低水平仍显
而易见。同样是票房翘楚的国产影片
也无法在艺术水平上与其他美国电
影站到同等级别上。

2012年 2月 19日，第 62届柏林
电影节落幕，前往柏林卖片的华语片
商心情亦落寞，因为绝大部分国产电
影的展台都乏人问津。原因是海外发
行商对华语电影的兴趣正在降温，他
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比起 10年
前质量上差了不少，缺少了能够真正
打动海外观众的中国文化精髓”。

近年来，从低级炒作到偷票房，
从恶意竞争到盲目跟风，各种冠名为
“大片”的国产电影，动辄投资多少个
亿，只会以豪华明星阵容为噱头，采
用低级宣传营销，却不在制作上用心
打造，结果诞生出一批“烂片之王”，
最典型的如《白蛇传说》。此类影片即
便票房破亿，也难以真正“服众”。专
业人士担心，长此以往会非常不利于
观影习惯的培养。“中国观众的热情
伤不起”，最终损害的还是中国电影
市场。
“中国电影人应多想想如何修炼

内功，总想着如何给自己的影片寻找
一个好的档期、总想着政府保护不是
办法，自身不济的话，影片票房也不
会因为同档期没有好莱坞大片而一
飞冲天。”微博上的知名业内人士“圈
内电影人吐槽马甲”如是说。

据说，受 IMAX强势发展形势推
动，2012年国内影片将“紧随增强国
内加强型影片的步伐”。

在看似恢弘的外表之下，被忽略
的恰是电影的本真。

2012 年 4 月，3D 版《泰坦尼克
号》正式上映，14年前，这部电影的非
3D 版在中国横扫票房 3.6 亿元。14
年后，能达到该片级别的高质量中国
电影仍然乏善可陈。

冯小刚回应近期中美电影新协
议称：“好莱虎来的越多，中国电影人
的创作空间就越大”。

怎样重振中国电影整体质量，这
才是中国电影市场真正该直面的“好
莱虎”。

本报记者 汪静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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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大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
遍布到了全国的每个城市和角落，物质生活的提高使得人们
现在更加的注重精神领域的消费。

下班后，周末闲暇之余，和家人朋友去看一场电影已经
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一种生活习惯。

目前，中美电影协议就像当初 《泰坦尼克号》 在中国引
起轰动般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热议。

相对于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美国一直都相当看
重，此次的协议更是被美国电影界看做“开山之斧”。

反之，中国电影圈内对此观点不一。一方面，一些人士
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是“狼来了”的表现；另一方面，一
些人士对此表示乐观，认为这是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机
遇。

正如当年中国加入 WTO 所引发的担忧和憧憬，如今对
于中国电影来说，亦是如此。

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值得我们深思。
10年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全国银幕数不足 2000 块，总

票房不足 10 亿元。如今，电影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中的生力军。

在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电影院线的分布与中国经济区
域发展不平衡高度吻合。

2011年，全国十大城市的院线票房占总票房的 68.61%，
这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城市还拥有巨大的电影市场潜力。

回顾过去的 2011 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 131.15 亿
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 703122 万元，进口影片票房收
入 608350万元，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见，进口大片对
中国电影的票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

而在 2010年，为内地贡献 100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
中，排在前十的华语片，有 1/3都是从香港北上的合拍片。

虽然合拍片是一种商业模式，其背后有外国资本的利益
考量，但也承载着中国向世界一流电影看齐的期望。

鉴于中国电影院线和合作片目前的发展态势，此次协议
无疑将对中国目前的院线和合拍片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而“东方梦工场”的设立，体现出海外资金与团队对于
中国市场的热情，在电影业更为广泛和开放地面向国际的政
策导向下，合拍片进一步蓬勃发展可期，成熟市场技术与经
验的引入，将促进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升。

从影院和院线来看，由于每年的进口片占影院利润的
40%左右，这次增加进口美国大片配额数量，会帮助影院提
升票房。若影院在总票房刺激下投资重拾增速，反过来又会
带动整个市场，增加院线数量。

同时，由于电影市场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特征，更
多更好的海外影片能促进整个电影市场繁荣，可以培育出新
需求，带动观影热情，从而推动市场总量的上升，为我国电
影市场带来新的动力。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协议也将给中国电影行业带来
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商业电影的不可一世，源于产
业制度的先进性，这种制度使一部电影可以用全球的资源来
制作，人才的使用、科技力量、题材广度、文学作品和创意
产品的国际化储备，这些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英语区扩大
和宗教价值观几个世纪的普及为基础，所以美国电影只是打
着美国公司 Logo而已，实质就是世界电影。

进口电影数量增多，国产电影的生存空间将面临进口电
影的挤压。一直以来，国产电影都十分看重各个档期的影响
力，国外电影的增多，将会对国内电影在各个档期的排片产
生影响，国产影片的上映档期必然会受到压缩，在这种形式
下，国产影片就需要开发更多的档期，以便细分市场。

有专家表示，短期内，在进口影片的刺激下，将对内地
电影产业上游的制片商形成冲击，特别是制作水准不够高的
影片，在影院的排片会受到相当挤压。长期看，受冲击的更
多是中小电影制作公司，行业门槛进一步提高，非理性资金
被挤出。

事实上，中国电影的起步比美国要迟，目前整个拍电
影、销售、发行仅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概念，
国外的票房收入只占全部投资 20%—30%甚至更低，而我们
除了票房几乎没别的后续收入。而随着国外电影的冲击，将
给我国电影行业的非票房收入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挑战，中国电影应当积极应对。
一方面，好莱坞分账影片限额和分账片美方分账比例提

升，不但增加海外大片供给，也将刺激美国片商加强在中国
的宣传力度，提升票房。对此，国产片需要在内容和宣传上
加大制作力度，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促进优胜劣汰，
打造自身的品牌和提升实力。

另一方面，面对国外电影优良的制作技术，未来中国电
影制造方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不仅需要寻求市场接受度
高，且富有创意和具有文化底蕴的影视题材，同时也要提高
电影拍摄及制作技术，认真拍出质量更高、观众更喜欢的电
影。

此外，借此协议，中国的民营企业应当抓住得到发行进
口片的机会，通过多方力量，扩大中国电影市场，增强行业
竞争力。

虽然中美两国的电影市场在文化、管制等方面存在差
异，我国电影产业还没有达到美国的稳定和繁荣阶段。但
是，随着我国与国外的不断交流和合作，我国电影产业乃至
文化产业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空间。

今日的“引进来”是为了明日更好的“走出去”，有朝
一日，希望中国的电影文化产品也能在大洋彼岸“春暖花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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