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影内热外冷 提升内容拓展渠道仍在路上

证券时报记者 夏然

今年春节《流浪地球》火了！ 国内票

房已经突破

38

亿，在海外票房成绩也不

错， 截至北美时间

16

日

18

点，《流浪地

球》上映

11

天，票房达

382

万美元，成为

近五年中国电影北美票房冠军。 这对中

国电影走出去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不过， 尽管近几年中国国产电影

在国内票房节节攀升， 但出海之路走

得颇为艰难。 在

2018

年，内地电影票

房首次迈过

600

亿大关，这其中，国产

电影贡献

379

亿，不但创历史新高，也

大幅超过进口片的票房， 但国产电影

的海外票房成绩，并没有突出的增长。

中国电影“内热外冷”原因何在？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业内人士看来，在

好莱坞影片和国产影片同场竞技时，

国产大片占上风的例子越来越多，这

体现了中国国产影片的实力不断增

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空间很大，需要

一方面继续加强内容提升， 另一方面

拓展渠道。

中国电影“内热外冷”

虽然国产电影的票房成绩和质量

一直在提高，中国电影“走出去”步伐

也不断加快， 但总体看来在海外市场

份额还不是很理想。

数据显示，

2017

年海外影片给中

国电影市场贡献了

258

亿的票房，而

同年的国产影片在海外的票房和销售

收入只有

42.53

亿元，这

40

多亿不仅

包括票房，还有版权销售，与国内几百

亿的大盘子相比，可谓“寒酸”了一些。

2018

年，内地电影票房首次迈过

600

亿大关， 这其中， 国产电影贡献

379

亿，不但创历史新高，也将对进口

片的优势大幅拉大，

2018

年进口片年

度票房约

231

亿。然而，国产电影的海

外票房成绩，似乎并没有多少长进。

以

2018

年为例，电影局没有公布

国产电影在

2018

年取得海外票房成

绩， 但几部国内票房排名靠前的影片

海外票房并不理想。作为

2018

年度内

地票房冠军，《红海行动》 北美票房仅

154

万美元。

2018

年度内地票房亚军

《唐人街探案

2

》 北美票房

198

万美

元，而这已经是

2018

年国产电影取得

的最好成绩了。

也就是说， 国产电影一直都没能

真正走向国际市场， 中国电影走出去

的道路还没彻底打开。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电影“内

热外冷”，原因复杂。 首先肯定有国产

电影本身故事、制作问题，但电影行业

的发展从来不完全是内容本身的问

题，同时也是技术、资本、人才、法律、

文化、 审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当然，中国国产电影还面临着其他

外部竞争，比如日韩电影、印度电影，

包括流媒体平台对北美传统院线的市

场争夺等。但是近年来一些多元化、多

族裔电影在好莱坞一样受欢迎， 说明

市场拥有对多样化内容的理解度和包

容度，走出去的空间也比较大。

“中国电影走出去是实现电影强

国梦的必然之路， 而高质量的电影作

品是实现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强国的

最大衡量指标就是国产电影在国际市

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这是个硬指标，

无论国内票房如何， 到国际市场没有

影响力，也不能说是电影强国。 ”上述

人士指出， 中国电影产业相较于北美市

场来说，还是略显稚嫩，但在中国电影市

场的不断发展下， 讲好中国故事，“走出

去”也会愈发简单。

如何更好“走出去” ？

中国国产电影的质量可以说是在不

断地进步， 比如说像近年一些工业制作

水准相对比较高的影片， 在制作上已经

慢慢向国际化靠拢， 却在海外依然遭遇

“冷场”对待。 中国电影如何更好“走出

去”？ 一位影视公司制作人表示，需要电

影内容的提升，制作工业化，同时讲好中

国故事，还要具备普世价值的情感共鸣。

此外，还要拓宽发行和营销渠道。

“最近两年，中国电影整体上还是有

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一些电影类型也更

加清晰化，比如喜剧、动作类型，或者一

些反映社会题材的影片， 在去年都取得

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 它们在慢慢把中

国电影的工业水平抬到一定高度。”上述

人士指出，但电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须讲

述一个全球化故事。 讲故事是以新的方

式阐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

聚焦全球的故事， 这个取决于电影本身

想捕捉什么观众。

这位业内人士指出，以《流浪地球》

为例，“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美国人选择

坐飞船离开， 而中国人则想要拯救这个

地球”。这故事内核中注入了中国人物和

情感，但同时又寻求一些共性的价值观。

比如，突出了大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概念， 把中国元素故事和西方审美

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流浪地球》不仅海外票房好，

还获得了高度评价。 美国互联网电影资

料库打出

8.0

分的高分。 《纽约时报》评

价：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是后来者，在电

影业中，中国也是科幻片领域的后来者，

不过 “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金融时

报》评价：中国电影人开始有信心挑战被

好莱坞垄断多年的科幻片了， 不少外国

观众评价“很酷”、“很中国”。

此外， 就是拓展发行和营销渠道方

面。 中国电影走出去做了很多的努力和

工作， 基本上在好莱坞电影的重镇地区

都建立了一些成熟的发行渠道。 但在营

销渠道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推进

切合本土人群的销售渠道。

复盘熊本熊成名之路 解读超级IP养成密码

证券时报记者 文锐

近日，为构建起完整的超级

IP

衍

生品数字供应链，国内最大的

B2B

采

销平台阿里

1688

，邀请国际二次元

IP

米老鼠、小黄鸭、熊本熊、泰迪、笨笨鼠

等，共同参与阿里推出的超级

IP

月打

造计划。据悉，此计划将为其平台内会

员提供涵盖

IP

授权、设计生产、产品

分销、内容推广等服务。

超级

IP

因拥有雄厚的粉丝基础、

较强的情感溢价能力， 能够拓展出巨

大的衍生品市场空间。 像活动中被邀

请到的“熊本熊”，曾经在两年时间内

为日本熊本县当地创造出约合

67

亿

人民币的经济收入，在

2011

年后的三

年里，

IP

衍生产品收入相继突破

16

亿、

24

亿、

33

亿元人民币，让熊本这个

原本在日本国内不太知名的农业县蜕

变成为闻名世界的旅游县。

近些年来，国内涉足

IP

衍生品的

公司，如奥飞娱乐、星辉娱乐、华强方

特等，纷纷将业务线向

IP

衍生品产业

链条的前端延伸，打造超级

IP

正在渐

渐成为行业内热点。复盘

10

年前熊本

熊的成功历程， 或许能对今天的从业

者带来一定的启示。

“小熊” 问世

这只传奇的“小熊” ，最早其实是

被策划出来的一个吉祥物。

幕后的总策划小山薰堂，

1964

年

出生于日本熊本县， 曾从事过电台主

持人，编剧，大学教授，创意顾问等工

作。编剧作品曾荣获第

32

届日本电影

学会最佳编剧奖，第

81

届美国奥斯卡

优秀外语片奖。作为当地的名人，

2010

年小山薰堂被当地县政府请去策划

“熊本惊喜”活动。

日本南部的熊本县

2010

年之前

一直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城镇， 相比附

近同类型的城镇并无明显特色。“熊本

惊喜”活动的初衷是当地

2010

年迎接

九州新干线通车到此县， 为了吸引更

多的游客到此地观光而策划的一个活

动。

对于观光者而言， 之所以愿意跋

山涉水到各地旅游， 更多的是因为每

个地方的差异化风景， 如何让一个地

方给观光者留下记忆是策划的核心诉

求之一。 小山薰堂希望通过 “熊本惊

喜” 的策划能够让人在熊本感受到不

一样的惊喜。

小山薰堂在他的 《回到初衷》一

书中曾谈到最初的策划理念。 他指

出，策划与其是讨自己“惊喜”，不如

是令别人产生“惊喜”感，最终这样的

“惊喜”感，也一定会反馈到自己的心

灵。 生活中大“惊喜”显得不真实，反

而是源自生活细微之处的才更容易

产生“惊喜”。

作为电影编剧， 小山薰堂最擅长

的莫过于编剧技巧中的移情之术。 好

故事的带入功能， 能够创造出读者的

共鸣， 可以让人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物产生移情的效果。 这样的功能同样

可以作用于城市的形象策划。

最初有人建议一定要让这只 “小

熊”成为机智、勇敢、活泼、矫健的象

征。但是后来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发现

其实大多数人不喜欢这种所有优点集

一身的灵物，因为比自己还聪明，有距

离感，不亲切，反而是呆萌的“蠢物”更

容易获得大家的喜欢（时至今天，许多

偶像团体的塑造秘笈中依旧还遵循这

样的法则）。

吉祥物的形象设计最终选择了

一只熊，并以熊本城的主色调黑色与

萌系形象经常采用的两颊腮红

(

红色

也蕴含了熊本县“火之国”的称号。

)

，

创作出了数千种形象组合，最后在其

中选出了如今看到的呆萌的熊本熊

形象。

在电影中， 观众和银幕上的人物

共有的经历也容易激发移情共鸣效果

的产生。熊本熊形象产生之后，策划团队

一改传统吉祥物被展示的功用， 创造出

更多的场景让它和正常人一样， 比如养

牛、做超市收银员、上时装秀、组乐队、拍

电影等。

此外， 熊本县政府还推出了一个大

胆的举措， 让熊本熊兼职担任熊本县观

光部部长， 为熊本县政府机关的形象代

言。由于故事场景是真的，策划的活动就

成为参与者的现实， 熊本熊由此获得了

粉丝们大量的“情感投入”。

出道成名

设计出一个受人喜欢的

IP

形象只

是

IP

孵化阶段的第一步， 如何推广

IP

，

让其出道成名才是

IP

生态链中最为重

要的环节。

据公开资料显示，

2010

年熊本熊的

项目预算约合

640

万人民币， 乍看这笔

经费还算可观，但如果要在报纸、电视等

媒体进行推广，这些钱是完全不够的。根

据熊本县提供的数据， 如果当时连续在

媒体投放广告， 达到预期的曝光率估计

需要

3900

多万元人民币。

针对预算空间不足的情况， 小山薰

堂制定了独特的宣传策略： 不做自己的

宣传推广，利用熊本熊的形象宣传别人。

比如去大城市大阪， 不是为了推广自己

的形象和熊本县， 而是帮助推广大阪的

旅游景点和当地特产。

这种不合“常理”的做法让各地的“主

人们”瞬间喜欢上这只可爱的外来客。 不

管走到哪里，熊本熊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

地人的欢迎和接纳，即便是在大街上随意

的走动，也能换来很高的回头率。

在电影编剧手段当中，利用危机事件

营造故事张力，会大大增加观众对人物的

移情程度。小山薰堂则同样把此类方法用

到了熊本熊营销事件的策划上面。

据媒体资料显示，

2010

年

11

月

1

日， 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召开了一场紧

急记者会，会上记者们被告知，熊本熊在

大阪被指派发放名片的时候， 被当地的

美食迷住，放下发名片任务，失踪了。

消息随即引发的寻找熊本熊事件，引

爆了当时日本的自媒体圈。 民众通过

Twitter

讨论、支招并提供线索信息，寻找

熊本熊俨然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行动”。

IP变现

从迪士尼等公司的成功运作经验来

看，一个

IP

的价值通常是通过后期的变

现能力来体现。 他们通常从讲一个故事

作为起点，后续围绕音像制品、玩具、婴

童用品、 游戏等一系列衍生产业分支产

出附加值，其中

IP

形象授权成为公司创

收的最佳途径。

已经具有知名度的熊本熊在形象授

权方面的做法更是大胆而又创新， 与同

业的授权收费模式相比， 熊本熊策略团

队选择的是“舍”，即将熊本熊的形象使

用权拿出来供公众免费使用。 由于版权

是开放的，任何商家只要提交一个申请，

得到熊本县政府的批准后就可以免费让

这只可爱的“小熊”为其商家代言。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 便吸引了众多

商家的加盟， 除了售卖熊本熊和熊本县

当地纪念品的商家率先加入之外， 后续

连日本航空公司也来找熊本熊代言，飞

往北美和欧洲的日航客机机身上都能看

到熊本熊的形象，一时间，熊本熊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明星。

不难看出，在熊本熊

IP

的创造及发

展过程之中，“利他” 的策略无不贯彻其

中，这让数年才有望打造出来的超级

IP

，

仅仅在两年时间之内便脱颖而出并且深

入人心。

公益的方式有效地汇聚了民众的智

慧和力量， 并以最节省的方式完成了一

款超级

IP

打造过程中最难的养成部分。

虽然舍弃了

IP

授权的红利，但却换来了

世界各地海量的游客每年慕名到熊本县

旅游， 为当地创造出的经济效益远超政

府的预期。

春节档科幻片热映

拍摄地东方影都火了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2019

年春节档，《流浪地球》和

《疯狂的外星人》两部国产科幻电影

热映，牢牢占据春节档票房前两名。

青岛灵山湾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作

为它们共同的置景拍摄地， 也跟着

火了起来。

2

月

17

日，《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特意重返东方影都， 并为

青岛东方影都送上了祝福。

《流浪地球》改编自著名作家刘

慈欣的科幻小说，他同时担任了《流

浪地球》一片的监制，而他也参与了

《疯狂的外星人》剧本的创作。

2

月

18

日，证券时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科

幻作家刘慈欣， 他说并没有去这两

部电影的拍摄地青岛东方影都探过

班， 但对这两部电影的拍摄效果是

比较满意的，对《流浪地球》的最终

票房，他也没有更多期待。

定位工业电影基地

青岛东方影都位于记者的家乡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 高德地图显

示， 记者家所在小区离东方影都驾

车路程只有

13

公里。这几年每次回

老家，记者都会路过东方影都。

今年春节前回家过年， 出租车

行驶在滨海大道上， 经过东方影都

时，只见一面是山，一面是海。 雪后

初晴，朝阳山上“东方影都”四个白

色大字格外醒目， 填海而成的星光

岛也熠熠生辉。

出租车司机周师傅对记者说：

“你能想象吗？ 为了修高速路，朝阳

山挖空了大部分，填海造了星光岛，

现在星光岛变成名人岛了！ ”

周师傅告诉记者， 这两年好多

电影都在东方影都的摄影棚拍摄，

他拉过不少客人来这里， 只是摄影

棚不对外人开放，他进不去。

目前， 国内大多数影视基地以

“外景地

+

影视旅游” 模式为主，而

青岛东方影都则明确以工业电影基

地定位，规划超前、标准高。 青岛东

方影都影视产业建成了

40

个高科

技摄影棚和

32

个置景车间，包括

1

万平方米的摄影棚、 室内外合一的

水下摄影棚、 影视服装道具加工厂

及影视后期制作工厂等。

《流浪地球》被公认开启了中国

电影的“科幻元年”。 据介绍，《流浪

地球》 中精工细作太空舱是在影视

产业园

2

号摄影棚完成的， 充满科

技感和未来感的运载车搭建于

11

号棚，宏伟壮观的太空发电站在

12

号棚完成。 电影开篇的地下城和冰

雪奇景，在

20

号摄影棚拍摄完成。

根据《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自

述，《流浪地球》 最终道具超过

1

万

件， 置景延展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

他说， 科幻电影涉及大量的后期制

作和其他配合工作， 拍摄现场的临

时调整将会造成所有环节的多米诺

效应， 因此要求有极高的现场管理

水平， 而他之所以选择在东方影都

拍摄，正是因为产业园影棚的数量、

质量和制作周期满足了科幻大制作

的工业需求。

青岛灵山湾影视产业园方面认

为，作为新崛起的影视产业基地，东

方影都的定位一直非常清晰： 工业

化生产，全产业链配套。作为国内电

影升级换代的产业基地， 东方影都

在拍摄科幻题材上有硬件优势，《流

浪地球》把核心的视觉效果、大场景

都放在影都里面， 因为拍摄硬件很

好，悬挂系统很先进，摄影棚的顶棚

可以悬挂各种灯光和器材， 空调系

统也是最先进的， 影棚还有组合式

布局，同比例配置置景车间，最大程

度满足现代电影工业的拍摄要求。

政府加强主导

2014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成为国

务院批准的第

9

个国家级新区，覆盖

整个黄岛区，主抓影视、科技、旅游三

大板块，先期主导开发其中的灵山湾

影视文化产业区，而东方影都包含在

灵山湾内。 此前出于规划招商，政府

将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万达集

团， 并负责基础建设与填海项目，万

达则承诺将唯一一个与电影有关的

文旅项目落户青岛。

2018

年

4

月

30

日， 在青岛东

方影都的开业典礼上， 万达集团董

事长王健林说， 青岛东方影都建成

是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里程碑， 它填

补了中国重工业电影产业的空白，

必将助力中国电影的发展， 推动中

国电影走向世界。

事实上，“开业”是指万达茂、电

影乐园、酒店群的正式营业，而室内

摄影棚自

2017

年

3

月 《环太平洋

2

》开拍就开始了运转。

2018

年

10

月

29

日，融创中国

和万达集团同一时间发布公告，表

明万达文旅项目都打包给了融创，

万达获得了

62.81

亿元。 之前交易

中，融创投入

438.44

亿元收购万达

13

个文化旅游项目

91%

的股权。此

次收购完成后， 万达

13

个文旅城

100%

股权归属融创，万达原本承诺

的四不变（品牌、规划内容、项目建

设和运营管理不变）发生变动，东方

影都的运营管理、品牌宣告易主。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新增了

文旅集团的融创正在持续推进东方

影都的去万达化。 出租车司机周师

傅说， 感觉融创接手之后主要是在

卖房子，从填海造成的星光岛，到紧

邻滨海大道的万达公馆， 这些房子

价格一直在涨。

在万达撤出、融创进驻后，青岛

市政府在影视规划上变得主动。

2018

年

3

月，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

了灵山湾影视局， 在东方影都的发

展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吸引更多的剧组到东方影

都来拍戏，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和万

达、融创各出资

50%

，设立了总额

50

亿元的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对入驻东方影都拍摄的影视作品给

予制作费用

20%-40%

的补贴。青岛

市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对在东方影

都注册经营的影视企业， 给予最高

不超过营业收入

10％

的补贴。

据悉，目前《长城》已经拿到了

1600

万补贴资金，《环太平洋

2

》也

已进入审计程序。 青岛西海岸影视

局副局长赵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春节一上班，《疯狂的外星人》、

《流浪地球》两个剧组就递交了剧组

成本补贴申请，如果符合条件，最高

可得到

40%

的成本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翟旭瑾

认为， 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

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

其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

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环节

带来转型契机。此外，青岛东方影都

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

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 进而可能

促进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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