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出海．⼀｜主旋律難登國

？學者：中國不需以

斯卡作

指

2021年中國以73億美元的
成績，成為全 第⼀ 影市場。不過，近年中國在國
影節上卻不若⽇韓斬獲眾多國
項。3⽉28⽇，國家 影局《⼗四五中國 影發展規劃》中，設下2035年成為 影強國⽬ ，要提升中國 影的國 影響
⼒，令中國 影走出去。
《 港01》專訪嶺南⼤學⽂學院院長、東亞 影研究專家 ⽉ 教授，其 析中國 影國
問題在 中國 影創作環境單
⼀，需以更多元的創作環境 納不同 影⼈才，讓導演 多拍出「作者 影」，才
正「走出去」。 為系列專題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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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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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威國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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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環境

⽉ 教授認為，中國 影 已經發⽣翻天 地的變 ， 著內地
急速發展、中國 影市場 ，中國已經成為亞洲
影⼤國。⽽因為《內地
港關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便利 港 影
影⼈進入內地市場， 港
影⼈積極在內地拍 ，把技術和⼈才引進內地。
她 ，內地慢慢學 怎 拍⼤
已經不完全需要 外⼒、依賴

，由需要 港 ⾦、⾏ 、技術，到⽬
港，也 拍到賣座 影。

內地

影

已經完全成熟，⾃⼰可以拍⼤

，如今

⽉ ⼜提到，內地 影發展成熟， 影教 和製作都 ⼀定⽔平，近年內地均 不 取 卓越
成績的賣座 影，如
2021年華語
冠軍《長津 》 2020年
冠軍《 佰》 多部主旋律 影。當中，《長津 》由陳凱歌、徐克、林超
賢執導，是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年獻禮 。
據內地官 《中國 年報》報道，「第五代導演」張
對《長津 》的成功感到⾼興，他指10年、20年 ，中國觀眾
對荷⾥活⼤ 趨之若鶩， 戀美國 ⾏⽂ 的 代早已過去。 他稱，年輕⼈喜歡看《長津 》是因為該 是 現中國 神
的中國 影。年輕⼈喜歡這
影，⽽不是喜歡看荷⾥活的英雄 影，是這幾年在中國 影市場上的⼤變 。
對 中國 影如何在國 上 好成績， ⽉ 認為，像《長津 》這樣歷史⼤敘事⼤製作的 影，完全可以競逐 斯卡
項， 影無論在製作和包裝都 ⼀定⽔平。但是，內地的主旋律 影，通常都 很 楚的「⿊⽩ 明」敘事結構，⾓⾊善惡
明。在《長津 》中，中國代表善，美國代表惡，故事結構的設計比較單⼀，導
斯卡評審 認為故事結局太容易
到。所以內地商 或 術 影都很難進入到國 舞台和市場。

主旋律

影未必適合或需要走向國

在兩岸三地，很多 影⼈和
席，他的成就更是不 中國
⽉

認為，中國不需要以

影 都希望中國
影⼈的⽬ 。
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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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作為指

進

斯卡，當中獲

。她認為，

兩屆

斯卡的傳

斯卡⾦像

的李安導演

是⾦⾺執委

主

著重美國⾃由主義，如發揚⼈性光輝和關注

弱 群 題材的 影，這⼀點和以社 主義為主 的中國 影
⽣族》正講述⼀個無 遊⺠家庭，通過 術鑽進上 ⼈家。
她指，儘管中國 影 入圍
策上較難 很多討論內地弱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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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定，但是以中國 影⽬ 的發展來 ， 影環境較為單⼀，在內地 守的
影，缺乏歐美、⽇韓 國家的多元創作環境，因 中國要挑戰或競逐國

寄

影政
項都

浸⼤ 影學院客席教授、⾦⾺
主、 港 浪潮導演譚家明， 在 影 訊網站《動映地帶》訪問表⽰，導演追 國
﹐闖荷李活﹐未必是好事。 荷李活 ⼯細 ，運作系 完善﹐ 導演未必完全掌握創作。導演闖荷李活 浪費導演創作
⼒﹐ 留在本地導演的成就可 更⼤﹐ 作品也更深刻。 他指，荷李活的製作 件非常 厚﹐但成本不 決定作品好壞。
韓國導演奉 昊的 影都在韓國製作，並以韓國
品和好成就的例⼦。
奉

昊的《上

寄⽣族》成為史上⾸部非英語

影《上

斯卡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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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

影。（Getty Images）

在內地 影發展政策⽅⾯， ⽉ 認為，內地政府的 影政策主要是對內⽽不是對外，
商 去推 。政府的 影政策是中國 影的核⼼，是中國 影發展的「火⾞頭」，內地
須以 影政策為先。

影是當作⽂ 去推 ，⽽不是當作
影 司、 影投 ⼈和 影⼈都必

她提到， 影是「上 的商品」，且投 巨⼤，題材若不符政策不太可 如願發⾏。因 內地
榜 列 影以主旋律 為
主，
候不同題材的 影也 加入 國主題，如《紅海⾏動》、《 浪地 》、《中國機長》
影。主旋律歌頌中國，
可以迎合 國觀眾，讓 影更暢 ， 獲院線更多排 機 ，當局和傳
可
因為 影的 國主題⽽ 泛宣傳 影，以
教 並團結⺠眾 國 黨。 國主題因 成為內地 影發⾏的 利因素。
⽉

稱，內地⼀

影根本不旨在迎合外國觀眾，要讓中國以外的觀眾接受中國

張
在《中國 年報》訪問中也提到，中國 影創作者不
才 講出故事，寓教
。他稱， 影創作者要明⽩，好看
深刻、主題多宏⼤、題材多重要，如果 影不好看，觀眾放
另外， ⽉
⾏ 影。⼀

稱，中國 影 ⾃⼰的內需，其實不太需要外國市場。中國
主旋律 影不⾒ 適合走到國 ，也不⾒ 需要走到國 。

影市場完全可以⽤「內需」的思考⽅式去製作發

的政治 氛， 影局可以不讓 影放映。比如在國內政
外 題材的 影，可
因為當 的敏感政治 氛，或

⽉ 表⽰，這對 影⼈和投 ⼈來 ，風險是不可預 的，讓中國 影難以百
定性，⽽ 擇在歐美 地⽅發展。因 ，即便中國是世界第⼀ 影市場，如果沒
影⼈才，中國 影要稱霸國 也更難。
影《⼀

鐘》不參加參加第56屆⾦⾺

間和很⼤的努⼒。

只拍「讓你上課」的主旋律 影， 影好看才
出價值觀，
趣的 影才 留下並傳播，內容無聊就⾃⽣⾃滅，無論故事多
看了， 影創作者就達不到⽬的。

⽉ 稱，內地 影是要看國家 影局的看法，如果 影不符合當
治變 、中美、兩岸關係緊張 ⼤環境下，
中國歷史、 台和
因「技術理由」和其他不可控的因素⽽延遲放映。

張

影，還需要

。（微博＠⼀

⿑放，國外的 影⼈才也因為當中的不確
「多元」的 影創作環境，也很難 引國

鐘）

張
影《⼀ 鐘》就 以「技術原因」取 在第69屆柏林影展、第33屆中國 影⾦雞 開幕式的放映，該 影內容
關 ⽂ ⼤⾰命歷史的描寫。張
是執導 京
和冬 開閉幕式的「雙 」 導演，也是G20杭州峰 ⽂ 演出「最憶
是杭州」和中國成立70 年聯歡活動 導演， 到當局⾼度信任，他因執導很多國家⼤型⽂ 活動 「國師」之稱。可
⾒，國家 影局對 影題材的審查非常嚴格，就算「國師」也需服從。
誠如 ⽉
， 影是上 的商品，張
《⼀ 鐘》 了⼀年才放，過了在國 宣傳的好機 。她稱， 影 三⼤核⼼，
別是主創、 製作 製和宣傳發⾏。當中，宣傳發⾏對 影知名度和賣 來 非常重要。宣傳費和發⾏費按照荷⾥活⼤
的 準，經常可以佔整個 影預算的⼀半。因 ，內地 影的審查政策不利中國 影走出去。要提升 影國 影響⼒，實現
影強國⽬ ，中國要 多元的環境 利創意和 影⼈發展。

⽉ 教授，美國南加州⼤學 影 視學院博⼠，嶺南⼤學⽂學院院長暨林 耀華視覺研究講座教
授， 擔任 港浸 ⼤學 影學院教授兼 監、第41、44屆⾦⾺ 決 評審委員，對華語 影 亞
洲 影⼯ 研究深入。
加強意 形
部
⾦⾺

管控
南
局下 問題 影動畫 近百部內地 影春節檔開
2021｜抵制邁入第三年 七部港 入圍⼤陸 影仍絕 ？

Source: https://www.hk01.com/藝文中國/75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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