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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时成绩一般 上档后超车一流
特效

土法炼钢

其实，国产科幻电影在
国内市场向来不太受欢迎。
成本高，受众少，风险大。
远不如那些 IP 电影和流量电
影赚钱。制作成本接近 5000
万美元的《流浪地球》，立
项、开机、停摆、补拍，历
时四年多，点映前并没有太
被院线经理和市场看好。
但自点映起，一切渐渐
改变了。对国产科幻电影失
望惯了的观众被这部电影的
特效点燃了。虽然质疑其
“致敬”好莱坞顶级科幻片
和灾难片的声音几乎伴随着
电影上映，但这从另一方面
说明了《流浪地球》在特
效、在电影工业化上所做出
的努力，得到了观众的肯
定。
按导演郭帆所言，中国
电影几乎没有任何科幻电影
拍摄的经验，好莱坞电影又

故事

中国内核

虽然如此，但《流浪地
球》与顶级好莱坞科幻大片仍
存在不小的差距。《流浪地
球》的主出品方——
— 北京文化
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坦言，
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
片的最大差异，在于有没有一
个中国内核，而这个内核实际
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
事和中国的情感。
在 10000 件道具、 3000
张概念设计图、 8000 张分镜
头画稿的工业流程之外，《流
浪地球》团队将东方式亲情元
素与家国情怀融入太空冒险：
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
人对于故土、对于家园的情

行业

《流浪地球》
究竟赢在哪？

领 先
太多，
没法直接
拿 来 借
用。大多数
时候，他和剧
组只能“土法炼
钢”，用人力和
时间去弥补工业上
的不足。于是，剧
组为影片拍摄制作了
近万件道具，几乎没
有一个道具是现成的；
于是，有个镜头，他们
修改了 251 稿；于是，
《流浪地球》的素材里，
单单特效镜头就有四千多
个，而且都是高难度镜头；
于是，出于预算和能力，最
终成片里，特效镜头被砍了
一半，很多一看开销不菲的
镜头，因为不是对叙事特别
有帮助，只能忍痛割爱。

感，以及集体主义的精神表
达，这帮助这部电影赢得了观
众的掌声和喝彩。
故事发生在太阳即将毁
灭、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之时，
中国人在危急关头带领全世界
参与救援行动，电影在惊险刺
激的情节中融入了中国传统道
德观念中对家庭和社会的责
任、谦卑、自我牺牲和忠诚等
美德，这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
的西方大片里难得一见的。而
给《流浪地球》配乐的作曲家
阿鲲也表示，和他讨论配乐风
格时，导演郭帆总是强调中国
人对家的眷恋，这种饱含深情
的讲述触发了他的作曲灵感。

众人拾柴

电影讲了一个特别集体主
义的末日故事，大家在无序中
找秩序，在绝望中找希望，一
起干了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电影背后的故事也是这样。主
演吴京最早是被拉去客串的，
结果到了剧组发现由于资金不
足，已经拍不下去了。在今年
1 月 28 日《流浪地球》的首
映礼上，吴京说起这段往事，
直呼是郭帆一顿酒把自己“忽
悠”进组的：“当时郭帆邀请
我客串，串着串着超支了，于
是说那我就投资吧。拍着拍着
发现不对啊，怎么客串串了
31 天。”话虽说得轻松俏
皮，但这背后是吴京自带
6000 万投资进组，并最终零

片酬出演，将其个人片酬全部
用于特效制作。
除了郭帆和吴京，还有很
多对中国科幻电影有执念的
人。比如片尾的字幕里，长长
的三千多名特效人员名单；比
如把置景借给《流浪地球》使
用的宁浩（当时在隔壁摄影
棚 拍 摄 《 疯 狂 的 外 星
人》）；甚至在春节档惨烈
的竞争中，徐峥作为《疯狂
的外星人》
的主演，
发微博
为同档期竞争的
《流浪地
球》点赞。这一刻，他们
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一
起为行业进步贡献力
量的中国电影人。
据《新民晚报》

2019年春节档正式开跑前，
市场没有料到，一部前期宣传寥
寥、长期不被看好和信任的国产
科幻影片，在大年初一预售成绩
平平的情况下，凭借品质和话题
迅速实现“超车”，并连续四日
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流浪地
球》七天长假收获超过20亿元票
房，打破2018年春节档《唐人街
探案2》19.11亿元纪录，遥遥
领先于此前最被看好的竞争对
手。《流浪地球》，到底赢在了哪
里？

■相关新闻

中国电影产业将迎来调整期
2019 年春节档落下帷幕，相比《流浪地球》的独
领风骚 ，春节档其他几部影片的表现则有些一言难
尽。
合 格 但 不 及 预 期 ，或 许 能 概 括 《 疯 狂 的 外 星
人》 、《飞驰人生》 、《新喜剧之王》这三部喜剧
片 。在 “疯狂” 系列最终章《疯狂的外星人》里 ，宁
浩放弃了他最擅长的多线叙事 ，一心一意让黄渤和沈
腾逗乐观众 ，效果虽说还不错 ，但充满硬伤的逻辑 、
毫无成长的人物和平庸的镜头语言却让该片成为 “疯
狂” 系列垫底之作 。该片曾得到霍尔果斯乐开花影业
28 亿元的保底发行，但目前票房不足 15 亿元，豆瓣评
分也跌至 6 . 5 分 。按照猫眼预测 ，该片总票房可能落
在 23 亿元左右，如果这样，这次保底将以失败告终 。
作为韩寒的第三部导演作品 ，《飞驰人生》此次
加入了大量赛车元素 ，营造的热血气氛足够动人 ，但
在节奏 、故事和人物上依旧暴露出不少缺点 。《新喜
剧之王》基本把二十年前的《喜剧之王》故事再讲了
一遍 ，不仅被网友吐槽 “炒冷饭” “贩卖情怀” ，频
繁植入的广告也被批评 “缺乏诚意” 。目前该片的豆
瓣评分已低至 5 . 8 分 。“这两部作品作为春节档影片
可以看看 ，但都没什么惊喜 ，也谈不上突破 。” 影评
人周黎明说 。
相比这三部影片陷入的争议 ，《神探蒲松龄》和
《廉政风云》可谓 “扑得无声无息 ” 。《神探蒲松
龄》被吐槽为成龙版 “捉妖记” ，片中蒲松龄探案的
喜剧故事和聂小倩宁采臣的悲剧爱情完全割裂 ，连成
龙的招牌动作戏份也没了 。《廉政风云》则完全达不
到此前爆款片《无双》的水平，平庸无聊 。
“与其说是港片对观众彻底丧失吸引力 ，不如说
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分什么港片 、台片 ，而是看故事是
不是有吸引力 ，创意是不是奇特 。《神探蒲松龄》是
已经老化的古装奇幻类型 ，《廉政风云》听名字
感觉二十年前就已经看过 ，相比之下 ，观众
肯定愿意去看《流浪地球》 。” 影评人韩
浩月说，观众都渴望在电影里看到全新
的东西，不拿出一点看家本领肯定没
人买账 。
不少业内人士预测 ， 2019 年
中国电影产业将迎来一个调整
期 。“中国电影经过多年高速
发展 ，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发
展速度，现在是时候通过结构
性优化 ，实现更好 、更健康
的发展 。” 中国电影家协会
秘 书 长 饶 曙 光 说 ，提 高 电
影产业的整体实力 ，将取
代票房增长 ，成为中国电
影新的主题 。“我们的制
度建设要跟进 ，比如电影
版权保护 ；我们要培养多
元化 、差异化的观众 ；我
们要建设更规范有序的市
场环境……经过这一阶段
的调整和巩固 ，我相信中
国电影还会呈现出一个发
展的新景观 。”
据《北京日报》

《流浪地球》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