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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中国电影如何“由大到强”
尹 鸿

中国无疑已经是世界电影大国。近 800 部电影年产量已经
高居世界各国前列 ; 突破 550 亿元人民币全年票房，影院市场稳
居全球第二 ; 中国银幕总量和电影观众人次已经超过北美市场，
发展潜力不可限量……尽管有这么一组漂亮数据，我们似乎还
不太有底气宣称中国已经是世界电影强国，尤其是在国际市场，
中国电影空间似乎更加有限，中国电影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并没
有与国内市场高速发展同步，国际市场收入仅仅停留在几亿美
元层次上，不仅低于许多欧美国家，也低于亚洲的印度、韩国、
日本；同时，中国观众年平均观影次数也明显少于许多欧美和
亚洲国家；从舆论上看，观众对国产电影整体质量要求仍然没
有得到充分满足。整体而言，中国电影从大国到强国的确还有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影视传播研
究中心主任。

一段距离。

何谓“电影强国”
如果做比较，从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作为
电影大国与强国之间存在的差距。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头号
电影强国，好莱坞则是美国电影中流砥柱，全世界都把好莱坞
看作电影工业的代表甚至代名词，以至于印度将自己的电影生
产中心叫做“宝莱坞”，香港也曾经被称为“东方好莱坞”。
显然，对于全世界来说，美国电影都是一座横亘在面前的高峰，
需要正视和翻越。我们借助于这样一个电影强国作为参照，可以
发现中国距离电影强国目标，至少存在如下三个方面明显差距：
第一，中国电影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贡献不足。美国电影
是美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上世纪初开始，
电影就被列入美国国家发展战略。到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政府
已经把支持和推动电影产业发展和国际市场扩展看成义不容辞
的使命。美国联邦政府在商务部设立了专门的电影机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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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市场状况，推动电影双边和多边贸易谈

动性不足。电影是美国重要产业，对经济社会发

判，甚至将电影自由贸易纳入 WTO 整体谈判之中。

展贡献巨大。美国国务院在统计国民经济数据时

正是在美国政府支持和推动下，美国电影进入全

认为，“影视制作发行是美国最有价值的文化和

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市场，大多获得自由贸易

经济资源”。美国影视行业基本为私有企业，创

的权利，对全世界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重要影

造了 210 万个工作岗位，有 9.5 万家企业，全行业

响。以至于有人将“薯片”“芯片”和“胶片”

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 32%，而创作领域

比喻为美国文化软实力三大法宝。美国国务院宣

的收入则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 74%。据不完全统

称，影视业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对全球几乎所有

计，每年美国电影的多窗口收入和版权销售、知

国家都保持了贸易顺差的行业”。美国多届总统

识产权转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 500 亿美元以

也都高度肯定好莱坞使美国变得“与众不同”。

上，而由全球知名影视明星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以

美国电影成为传播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文化

及广告在全球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更是难以计算。

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形态。反观中国电影，目前

美国作为建国历史不到 300 年的国家，目前已然

对全球的文化影响，可以说基本局限在中国本土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国之一，电影的贡献

和全球华人范围，对大多数国家的主流观众很少

功不可没，无论是环球影城、迪士尼还是拉斯维

能产生广泛而重大影响，除了一度的“功夫热”

加斯、帝国大厦，几乎所有美国著名旅游景点都

之外，中国电影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泰坦

是电影“塑造”出来的。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电

尼克号”“阿凡达”“变形金刚”“星球大战”

影把美国包装成了“全球畅销品”。影视行业对

般的现象级文化热点。在这一方面，中国电影与

美国经济社会的贡献可以说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美国电影相比有着巨大差距。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电影的经济价值主要依赖影

第二，中国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和带

院票房，全年综合收入则只能刚刚以百亿美元计

《阿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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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像成龙这样具有一定全球性影响和商业价值

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新奇迹。而要做到这一

的明星寥寥无几，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

点，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新的目标。

力价值远远没有达到电影强国的要求。

第一，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

第三，中国电影全球竞争力不足。中美两国

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

在电影产量上虽然已经基本持平，但是电影所创

系”。我们知道，好莱坞一直“避讳”自己的“美

造的直接市场价值却差异巨大。近年来，美国电

国电影”身份，总是愿意宣称为全球而不是美国

影国内票房没有明显变化，但美国电影在海外市

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即便某些带有明显国

场上的影响却逐渐增大，出口额超过 130 亿美元，

家意识的电影作品，都必然会用自由、平等、正

对全球票房总量的贡献更是超过 60%。奥斯卡奖

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包装来“遮蔽”

这样一个美国国内的电影评选，远远超过世界其

其作品的“国家符号”，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普适

他各国电影奖项影响力，受到全世界舆论和电影

性文化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时，好

爱好者关注。这些说明目前美国电影在全球具有

莱坞还大量与欧洲、南美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

难以比肩的竞争力。而中国国产电影的国内票房

中国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指

仅有不到 40 亿美元，海外和其他版权销售收入

环王》《哈利波特》等等，题材来自全球而不仅

不到 10 亿美元，总量最多只有 50 亿美元，仅仅

仅是美国本土，这些影片还使用其他国家编导、

是美国电影的 10%。更重要的是，中国影片的市

明星来吸引不同市场的观众，通过这些策略，穿

场主要局限在国内，更准确地说是在内地，甚至

透文化壁垒，使跨国传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内地电影的市场空间都很小。

令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观众意识不到这是一部

难以进入全球主流电影发行放映渠道，在全球市

“美国电影”，而是将其作为“通用”文化产品

场上没有形成真正可持续的影响力，这与电影成

来接受，甚至还会带来某种文化“亲近”的想象。

为全球性文化产品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比如中国观众也许很难自觉意识到好莱坞主导的
《功夫熊猫》《长城》《尖峰时刻》等许多电影

如何走向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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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差异，这些电影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

中国电影与美国电影三方面的差异，一定程

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像《阿

度上也是电影大国与电影强国之间的距离。这种

凡达》《2012》《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更加

差异的形成，与电影工业发展历程、产业成熟程

模糊其“国家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

度有重大关系。美国电影的全球优势地位是在第

影片所包含的复杂而隐蔽的意识形态系统往往并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能被普通观众所觉察，其政治和文化影响以一

之后得到巩固，“冷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强化，

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相反，中国电影在这方

前后经历了 100 多年历史，抓住了世界格局变化

面，可以说还完全处在“本土性”阶段，我们缺

所创造的机遇。中国电影虽然也有 100 多年的发

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

展，但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相似，屡经变迁，劫

展阶段的特殊性、国情的复杂性，必然会催生一

后余生，缺乏有效积累和升级。在长期自给自足

大批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电影，但是中国还需

发展模式之后，从 2002 年开始全面产业化改革，

要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电影产品，才

参与全球文化竞争，至今不过 15 年。中国以奇迹

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电影强国。在这方面，无论是

般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影市场，正

文化观念还是制度设计，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

在进入从高速发展向优质发展的新常态。我们有

化融合力，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还有艰

理由期待，中国电影能够在“两个一百年”的宏

辛的道路要走。长期以来，我们只习惯于用中国

大社会发展背景下，再用 10 年左右时间，创造从

眼光看世界，甚至过度强调“中国中心”，这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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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优越感”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很难被其他
国家观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用世界眼光
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将中国利益
纳入全球共同体之中来思考，只有这样，
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甚至中国就融汇于世界之中，在保
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维护人道主义核心价值，
在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中体现文化多样性。
第二，建构完善的互联网化电影工业
体系。应该说，中国电影目前还处在快速
而粗放的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模糊，行业
规范缺失，版权意识不足，领导性企业缺
乏，行业结构也缺少集中度，市场的不确
定性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业行为比较普遍，

《勇敢的心》

各产业环节发展很不均衡，因而导致电影
整体艺术质量和工艺标准不稳定，市场风险难以

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

规避和控制，企业缺乏培养人才和其他产业要素

在建基于传统工业的好莱坞前面。

的耐心和恒心。如果企业规模难以做大做强，就

第三，建构适应全球市场的国际传播体系。

不可能出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的企业，更难以

电影强国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传播能力和效果。

出现包含了好莱坞公司在内的如同时代华纳、迪

虽然好莱坞电影目前还具有比较明显优势，只有

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这样的跨国、

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

跨媒介的综合性文化集团。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

中国有即将超越北美广阔本土市场作为坚强的发

分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深度与互

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发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CG 技术、生

展中国家“崛起”背景支撑，完全有可能成为世

态系统相互融合，形成与好莱坞相比更加互联网

界电影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通过更加

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体系和市

积极的开放合作机制，通过培养跨国性文化和电

场体系，完成原始积累，在公平竞争前提下，形

影企业，通过吸引大批海外境外优秀电影人才，

成互联网与影视相互结合的产业链完整的领导性

通过大胆采用不同国家和传统的故事题材，通过

企业，制定并遵守行业和市场规则，参与全球竞

重要产业环节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们完全有可

争，培养人才、培养品牌，为中国电影建构既能

能在满足本土观众、华人观众需求的同时，生产

减少无序竞争又能带来创新活力的工业体系和市

出更多能够满足世界不同市场观众需求的产品。

场体系，生产出达到国际标准的电影产品，并且

当然，中国电影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也可以借

使中国电影形成国内影院—国际影院—网络—电

鉴当年美国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视—音像—授权的完整市场窗口体系。只有这样，

采取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策略，分别在“一带一路”

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

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亚、亚太、非洲、中东、

转变，才能使得电影版权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

东欧、北欧、西欧、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

对经济社会文化带动作用的最大化。互联网作为

渐产生更大的影响，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

新媒体对电影的介入，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弯道

球性电影传播体系。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成

超车的重要动因，互联网所提供的分享、共享、

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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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

故事，而且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去丰富、完善

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球市场上，中国、印度、

世界文化，让中国与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

韩国、日本等都保持了本土电影超过好莱坞电影

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不再

的市场份额优势，这也表明好莱坞电影并非一枝

以“走向世界”作为目标，而是成为能够被世界

独秀，难以一统天下。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

接受和尊重的全球电影一部分。

面临重要历史性机遇。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 10 年左右时间，互

从“中国电影”到“世界电影”

联网化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能够基本形成，中国

建构既能满足国内观众需求、又能适应全球

电影在巩固本土根据地之后有可能通过不同区域

观众共享的“通用文化体系”，建构适应中国电

发展策略获得更重要的全球地位。当然，这个过

影发展和创新的“互联网化的工业体系”，建构

程必然是复杂而艰难的，我们要与中华民族伟大

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体系”，

复兴的整体历史进程相匹配，既要突破许多习惯

是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的重要路径，也是中

性的文化、艺术和美学观念，也要变革和创新限

国电影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实际上，

制中国电影视野、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从而

我们可以看到，北美目前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中国电影

但这一市场 10 多年来都徘徊在 110 亿美元上下，

的全球文化观，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共享

电影发行数量也基本维持在 700 部左右，美国电

的文化价值体系，完成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

影的国内增量已经处在低增长甚至不增长状态，

转变，创作出更多既具有文化感召力也具有市场

而全球电影市场近 10 年来的平均增长也只有 5%

占有力的优秀电影。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不仅

左右，只有中国电影市场在过去 10 多年中都保持

仅是“中国电影”，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影

了全球绝无仅有的平均 30% 左右的高增长，即

响全球更多观众的“世界电影”。

便近两年进入新常态之后也可能维持 10% 以上的
平均增长速度，这种发展态势为中国成为电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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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文艺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