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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年三、四月份

华语乃至亚洲地区最重磅

的电影活动之一，同时也

是紧接柏林之后的又一重

要的世界级电影节，香港

国际电影节（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简称 HKIFF）每年都能邀请

到大量最新的柏林系影片

作者/无念

HKIFF45 To Go Hybrid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

香港国际电影节好戏连台

来到香港进行亚洲首映。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

HKIFF 已成为连接海外和内

地之间电影文化交流的重

要桥梁。

凭借精彩的节目和片

单以及香港独特的魅力，

HKIFF 每年都能吸引无数来

自海内外的影迷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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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电影节下的新秀电

影竞赛单元“火鸟电影大

奖”，也成为发掘世界范

围内最新锐电影人和作品

的有力阵地。

由 于 疫 情，2020 年

HKIFF 的线下展映被迫取

消。今年，在疫情得到

较好的控制下，第 45 届

HKIFF 将于 4 月 1 日至 12

日举行，并首度采取实体

+ 网上同步进行的方式与

观众们见面。香港国际电

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表示，

本届电影节既提供大银幕

独一无二的观影体验，也

兼顾防疫措施，让影迷安

坐家中就能欣赏到电影节

精选的环球佳作。除放映

新旧佳作之外，电影节将

一如以往安排在戏院举行

相关讲座、映后访谈及其

他交流活动，而部分活动

也会在网上平台同期进行，

让观众有多种选择来参与

这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事。

与 HKIFF 同期举行的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The 

19th Hong Kong - Asia 

Film Financing Forum， 简

称 HAF）也于年初公布了

入围今年第 19 届 HAF 的

28 个项目和 20 个发展中

（WIP）项目，最终将从

中诞生共 17 项大奖。今年

的 HAF 将于 3 月 15 至 17

日于线上举行，与第 25 届

香港国际影视展（Filmart）

同期举办。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

一看，今年的 HKIFF 都展

映了哪些精彩影片？今年

的 HAF 又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项目呢？

疫情笼罩下的 HKIFF 奉献

出精彩片单

尽管有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 HKIFF 可以说仍然

贡献出了一份相当精彩的

片单。展映片目总共 194

部，这个数字相比 2019 年

的第 43 届 HKIFF 略有降低

（216 部），但已基本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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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至正常的策展体量。展

映影片分别来自 58 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世界首映 10

部，国际首映 11 部，亚洲

首映 43 部。

今年电影节继续邀请

到了郭富城担任本届电影

节的大使，而由他和梁朝

伟主演、翁子光执导的《风

再起时》，是本届电影节

的开幕片之一。另一部开

幕片则是 2020 年入围过第

73 届戛纳的香港影片《七

人乐队》，该片由洪金宝、
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

杜琪峰、林岭东、徐克七

《七人乐队》剧照

《七人乐队》电影节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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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电影人联合执导，谱写

了一曲香港历经多年、跨

越时代的协奏曲。

本届电影节的闭幕片，

则是刚刚在今年柏林电影

节拿下评审团大奖，来自

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的《偶

然与想象》。本片在柏林

期间线上展映后收获了一

众好评，期待在香港展映

过后能在今年的北京或上

海与内地观众们见面。

接下来看看今年的火

鸟大奖入围名单。华语片

方面，总共有八部入围影

片，其中有两部是世界首

映，分别是漆锐的《池塘》

和藏族导演洛旦的《迷路》；

另外两部亚洲首映的影片

是曹金玲执导的《莫尔道

嘎》和李骏硕执导的《浊

水漂流》，前者在去年 12

月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进

行了世界首映，后者则入

围了上个月鹿特丹国际电

《池塘》剧照

《迷路》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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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节的大银幕竞赛单元。

剩下的四部则分别是此前

入围过平遥、金马、以及

圣塞的《妈妈和七天的时

间》、《汉南夏日》、《南

巫》和《乌海》。

世界电影方面，入围

的八部影片同样来头不小，

基本都有世界范围内其他

各大电影节展的加持。《苹

果》、《荒原之野》两部

影片入围去年威尼斯电影

节地平线单元，后者还获

得了地平线单元的最佳影

《莫尔道嘎》海报 《浊水漂流》海报

片；《黎明破晓时》、《寻

找韦内拉》两部影片入围

了年初鹿特丹的老虎奖竞

赛；阿塞拜疆的《死亡之

间》，入围去年威尼斯的

主竞赛；《古忆屋》入围

去年戛纳、圣塞，以及平

遥多个电影节展；剩下还

有两部，分别是丹麦的《夺

魄迷楼》和意大利的《未

知幸运》。

值得一提的是，纪录

片竞赛的八部入围影片中，

同样有一部来自今年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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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竞赛的电影，即获得评

审团奖的《巴赫曼先生和

他的学生》。此外，今年

将在 HKIFF 上展映的柏林

系影片还有：主竞赛单元

的《森林随处可见》、遇

见单元的《人际卫生》和《最

终逻辑》、获得费比西奖

大观单元最佳影片的《同

桌的守护者》，以及入围

论坛单元的《戏梦北碧》等。

看完了竞赛单元，我

们再来看一看今年的其他

重磅板块。

本届电影节的焦点影

人是以“女性电影”广受

称誉的香港导演关锦鹏。

从影四十多年，关锦鹏为

华语影史创造了无数经典

作品，并在国际影坛屡获

《胭脂扣》剧照

关锦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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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荣。这次影展将共展映

他执导的 13 部作品，包括

全新修复后的《地下情》、

《胭脂扣》、《阮玲玉》

和《蓝宇》，都是世界首映。

本届影展还设立了“泽

东三十念念不忘”专题，

以此纪念泽东电影公司成

立 30 周年，并为影迷带来

全新修复的四部王家卫代

表作──《堕落天使》、

《春光乍泄》、《花样年华》

及《2046》。 

另外一个重磅板块是

“松竹映画 100 周年纪念

节目”，以此来庆祝松竹

《阮玲玉》剧照

映画成立100周年。为此，

电影节精选了小津安二郎、

沟口健二、今村昌平、大

岛渚、木下惠介、小林正

树等十部大师的经典，包

括《彼岸花》、《残菊物语》、

《复仇在我》、《御法度》、

《二十四只眼睛》、《切腹》

等等，从日本新浪潮到武

士道电影，带领观众重温

松竹辉煌。

本届影展还精选了多

部华语修复经典，包括早

期的《神女》、《祝福》，

以及香港新浪潮时期的《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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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半边人》等；“伊

朗新电影”单元将展映多

部最新的伊朗电影，包括

贾法·帕纳西的最新短片。

此外，近几年入围其

他各大电影节展的大师作

品，也都将于今年的 HKIFF

展映，其中像《马丁·伊登》、

《列夫·朗道：娜塔莎》、《我

控诉》、《温蒂妮》等片，

估计本该出现在去年的展

映片单里；至于新片部分

就更多了，怀斯曼和原一

男的纪录片、《间谍之妻》、

《米纳里》、《里夫金的

电影节》，还有苏打和村

花主演的《花束般的恋爱》

（世界首映）等等，精彩

纷呈。

哪些华语项目亮相了

今年HAF？

作为亚洲区公认最重

要的电影投资平台，HAF

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经

源源不断地为整个华语地

区输送了大量的优秀项目，

为广大青年导演搭建舞台，

其中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经过精心的孵化培育，有

的在世界影坛上获得瞩目，

有的则在公映后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可以说 HAF 已

经成为了整个亚洲地区最

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电影

投资平台之一。

根据 HAF 官网信息，

今年共入围了 48 个项目，

其中 28 个 HAF 项目和 20

个 WIP 项 目。 先 来 看 看

HAF 项目，其中，纪录片

共有 8 个，剧情片占了 20

个。纪录片方面，共有三

部华人导演的项目。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

过于王兵导演的“I Come 

from Ikotun”，Ikotun 是尼

日利亚拉各斯的一个街区。

故事聚焦于新冠疫情期间，

被困于家乡拉各斯的尼日

利亚人金斯利无法回到广

州工作，而他的同胞，一

位身怀六甲，同时还带着

6 岁女儿的孕妇却滞留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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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随时都有流落街头

的危险。

另外两个纪录片项目，

一个是香港导演毕明的处

女作《香港这样广告过》，

试图通过纪录片的方式，

讲述香港的电视广告发展

过程，并透过它反映整个

社会的变迁；另一个则是

内地导演张昱程的《向往

之地》，通过对三位分别

来自城市、牧区，以及嘉

绒藏寨的年轻女性的跟拍

记录，展现在时代发展面

前个体的身份认同的困境。

剧情片项目则有不少

熟悉的面孔，比如《柔情史》

导演杨明明的新项目《哪

儿也不去》，关注了一个

鲜有人关注到的群体“卡

嫂”，即跟随卡车司机丈

夫一起从事运输工作的女

性，讲述了一个有关她们

的故事；《沦落人》导演

陈小娟的新项目《虎毒不》，

同样也是一个关注女性“母

亲”身份的故事；《金珠

玛米》导演杨蕊新片《阳

焰》，由方励监制，关注

四川甘孜藏区的一个邮政

司机的故事。

此外，女导演中还有

香港导演区雪儿新片《众

里寻她》、何静怡导演处

女作《撞墙》、王韵诗导

演处女作《爱的暴育》。

男导演的项目里，有

胡果的《关于父亲的一切》、

曹仕翰的《南方时光》（监

制是《蓝色大门》导演易

智言）、《池塘》导演漆

锐新片《老田卖掉了我的

骆驼》；另外，《北方一

片苍茫》的导演蔡成杰带

来了新项目《水花》，聚

焦一桩少女性侵案；《诗

人》导演刘浩的新项目《轻

语流年》，关注一个因善

意谎言促成的家族团聚的

故事；《平原上的夏洛克》

导演徐磊在宁浩的监制下

带来新项目《中间人》，

讲述一个有关民间调解纠

纷的故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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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统计可以看

出，20 个剧情片项目中，

华语片项目占了 12 个，可

以说数量上遥遥领先。这

其中，男女导演分别各占

一半，处女作长片项目共

有 4 个；而来自内地的共

有 6 位，来自香港地区的

5位，台湾地区 1位。

再来看看 WIP 项目，

相比 HAF 项目，WIP 项目

往往更值得期待，因为这

些已经在制作中的电影，

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接下来

的年度期待。20 个 WIP 项

目里，共9个纪录片项目，

11 个剧情片项目。其中华

语纪录片有 3 个，华语剧

情片有 8个。

纪录片方面，相对比

较知名的是香港导演曾翠

珊的《冬未来》，聚焦疫

情下社会家庭和亲人团聚

的重要性。另外两位，内

地导演杨波的《阿嘎日的

天空》，讲述主人公辞掉

美国邮轮工作回到老家牧

区，重新成为一个牧民的

故事；香港和台湾合拍的

《日泰小食》，借由一家

小店观照香港社会的经济

变迁。

从题材上来看，这几

个项目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落在大时代下的小个

体身上，并试图以小见大，

探究整个时代社会的发展

面貌。

剧情片方面，同样有

很多值得关注的作品。

曾宪宁的处女作《灯

火阑珊》，张艾嘉、任达

华主演，透过一位寡妇去

履行亡夫遗愿的故事，却

引发了一个无法面对的巨

大秘密；内地青年导演尹

《灯火阑珊》剧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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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的处女作《朝来暮去》，

同样是以疫情作为背景，

讲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困

境；台湾导演张作骥的新

片《夏日天空的那匹红马》

进展很快，继续围绕家庭

议题，讲述一个少女寻找

她从未谋面的生父的故事。

陈冠的《深空》曾在

平遥拿下了 WIP 电影计划

的最佳影片，此次再度入

围 HAF 的 WIP 单元。影片

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在疫情

下的内心精神世界的发展，

监制之一是电影人程青松。

黄骥和大冢龙治这对导演

夫妻档在《笨鸟》后继续

关注少女的成长世界，带

来新片《石门》。香港导

演朱凤娴的处女作《一路

瞳行》由实力派演员惠英

红主演，讲述了一个普通

少女和一对失明父母之间

的血缘羁绊。

另外，还有两部重要

的青年电影人的处女作，

分别是韦永垚的《风过犹

存》和高临阳的《再团圆》，

两个项目都有名导背后监

《朝来暮去》海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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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Make the Movie
WeChat subscription number 一 起 拍 电 影 , owns more than 
200 thousand subscribers mainly fo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screenwriters, producers, directors, leaders of 
marketing companies and distribution companies.We serve 
the vertical field of film industry and address the pain points of 
a series of links from pre-development to post-marketing.

自媒体“一起拍电影”订阅用户超过 20万人，主要面向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员，关注我们的行业大
咖包括编剧、制片人、导演、综艺导演、营销公司负责人、发行公司负责人等。“一起拍电影”服务
电影的垂直领域，解决从前期开发到后期营销一系列环节的痛点。

制，兼有实力派演员加持。

前者由陈翠梅监制、金马

影帝李康生主演；后者则

由管虎监制，李雪健、宋

晓英主演。

这就是今年 HAF 的大

体情况。可以看到，疫情

并没有阻挡住电影创作者

们的热情，华语片也成为

了本届 HAF 最大的亮点，

未来的新人创作始终令人

期待。祝愿这些项目能在

即将到来的线上会议中取

得好的成果，成功助推项

目不断开花结果。

（文章来源：电影情报处，一起拍电影编

辑部）

《深空》海报

《再团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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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磊《中间人》入选

第 19 届 HAF 电影计划

内地青年导演徐磊的

剧情片《中间人》入围香

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第 19 届

HAF 创投项目计划。这部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北方农

村，讲述了一个游走在人

情和法律之间的“中间人”

的故事：斌哥在村里为人

仗义，经常帮人调解纠纷。

他表面风光，其实经济十

XU Lei's The Peacemaker Selected for HAF19's 
Shortlisted Project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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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窘迫。他找发展商程东

索要工程欠款，却一直遭

搪塞。程东的仇人铁军出

狱了，程东求斌哥来帮忙

化解这桩纠纷。但斌哥认

为程东先有错在先，不愿

插手。快过年了，为了让

程东还钱，斌哥假意应承

调解，骗了程东一百万元

后便撒手不管。随后程东

的儿子被铁军绑架，铁军

以此要挟程东性命。这时

斌哥决定出马化解这个难

题。

“这个故事来自于现

实生活。”徐磊说，“我

在老家有个大哥，本来是

做生意的，但是厂子里的

事他基本不管，每天忙着

帮人出头解决矛盾纠纷，

小到家庭矛盾，大到经济

纠纷。管这种事很耗时间，

又不挣钱，有时候还会得

罪人，他为什么坚持干这

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这让

我很好奇，于是我就开始

采访他，了解他，再后来

我根据他经历的一件真事，

编写了这个故事。”通过

这个故事，徐磊想要展示

传统农耕社会特有的人际

关系和思维方式，及其在

城市化进程中所受到的冲

击，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

的变化趋势。他在导演自

述中说：“这个故事描写

的就是社会由礼治传统向

法治精神转型时产生的各

种不协调。”

徐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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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将由著名导

演宁浩监制，制作公司为

坏猴子影业。徐磊说，宁

浩给了他最大的创作自由，

并解决了他在生活上的后

顾之忧。“宁浩对我无条

件的信任，也坚定了我在

创作上的信心。”

2019 年，徐磊的长片

处女作《平原上的夏洛克》

入围第 13 届 FIRST 青年电

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并获

最佳电影文本奖，这部影

片还荣获上海影评人协会、

迷影精神赏、《中国银幕》

杂志等机构评选为年度十

佳电影。谈到参加电影节

的感受，徐磊认为，“尽

管文无第一，但电影节竞

赛的环节仍有意义，它会

鞭策创作者求新求变，去

探索没有人走过的路。”

而创投平台不仅帮助徐磊

的第一步作品面世，更让

他认识了很多产业内的朋

友。

徐磊认为，当下青年

导演的处境越发艰难，特

别是一些探索性强的电影，

几乎没有空间了。根本原

因是这块市场越做越小了，

《平原上的夏洛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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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怎么造成的我不

知道，但是我觉得怨天尤

人没有用，得想办法把这

部分观众重新拉进来。”

青年导演需要练手的机会，

展示的舞台和基本的市场

空间。

实际上，科幻片是徐

磊最想尝试的电影类型。

对于未来，他自称并没有

什么长远的规划，“走一

步看一步吧，能接着拍下

去就很幸运了”。

徐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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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柔情史》之后，

内地女导演杨明明又再一

次将创作聚焦于中国当代

女性，她的新项目《哪儿

也不去》最近入选第 19 届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的创

投计划。这部影片关注鲜

为人知的“卡嫂”群体——

“卡嫂”是指跟随卡车司

机丈夫一起从事运输工作

的女性。影片讲述了货车

司机的妻子随丈夫在公路

上奔波数载，最终却发现

丈夫出轨的故事。

导演在阐述中这样描

述：卡嫂和丈夫在公路上

共同进退，既是助手，又

是妻子，保姆，有时甚至

充当司机，代替疲劳的丈

夫开车。在运输途中，因

YANG Mingming's Getting Nowhere Focus on 
Special Female Groups 

杨明明：从具体的人群入手

关注女性困境

为要时刻留意路面安全和

应付途中的变故，令她们

精神紧张；此外，又要兼

顾丈夫的情感以及性欲需

求。她们承受的劳苦，实

在超乎想象。但这却不是

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是无

偿的家务劳动的延伸。卡

嫂从属于丈夫，从属于卡

杨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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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她是卡车的一部分，

并且是车上让丈夫最放心

的一个零件。杨明明说： 

“我想为这群终日劳苦，

却没有工作的女人拍一部

电影，讲述她们在一个充

满噪音，令人疲惫，无分

男女均需辛勤劳动的环境

中如何生活，呈现她们的

苦和乐、爱与欲。”

作为近年来在华语影

坛崭露头角的女性导演，

杨明明的作品特别关注当

下中国女性的处境，并以

细腻鲜明的风格获得广泛

好评，她的剧情短片《女

导演》（2012）获第 7 届

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优秀

短片”。首部长片《柔情

史》（2018）曾入围第 68 

届柏林影展面面观并获最

佳处女奖提名；荣获第 42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竞

赛火鸟大奖，及国际影评

人联盟奖；第 20 届首尔

国际女性电影节最佳导演

奖；入围第 13 届华语青

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编剧。

关于《哪儿也不去》的问答

Q：《哪儿也不去》目

前创作是什么进度？

杨明明：剧本基本完

成阶段，进行了几次采风。

Q：影片为什么选择“卡

嫂”这个人群？灵感从何

而来？

杨明明：中国有三千万

卡车司机，就有三千万卡

嫂。其中分为跟车卡嫂和

留守卡嫂。我在这部影片

《哪儿也不去》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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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描述的主要是跟车卡嫂，

她们和丈夫一同上路，同

吃同住，既是工作助理，

又是妻子，保姆，有时甚

至充当司机代替疲劳的丈

夫开车。这种家庭模式和

女性的隐形劳动让我很感

兴趣，灵感来自于一篇采

访报道。

Q：这是一部公路片

吗？拍摄上有什么计划？

杨明明：这部影片是

一部公路片，而且是“重

型公路片”。

我们将开着 15 米的半

挂重型卡车（道具车）跨

越从塞外张北到西南山区。

拍摄上我们将依托丰富的

“水路片”拍摄经验，在

漫长的公路上精准选取拍

摄地点，整个剧组蛙跳式

行进，行进中拍摄，计划

在北方冬季开始的五十天

内，完成全片拍摄。成片

预计将有 70% 的时长在公

路上、道具重卡车内、高

速服务区内。

Q：您目前的作品大多

关注于女性题材，您认为

当下中国女性面临的最大

的困境是什么？

杨明明：女性困境既

是社会问题，又有属于个

体的非常细节的表现，所

以我的作品都是从非常具

体的女性困境入手，我相

信这种具体到个体事件的

方式可以带来更有依据的

对女性问题的讨论。与此

同时，也说明困境像汪洋

大海，无法被结论性的言

语所概括。

杨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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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内地女导演韩

帅执导的电影《汉南夏日》

荣获第 71 届柏林国际电影

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

片奖，该片曾在北京国际

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获

《汉南夏日》海报

文 /荼白

Chinese Film with Femininity: Summer Blur

女性特质的华语影片《汉南夏日》

刚刚荣获第 71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

最佳影片奖的华语影片《汉南夏日》即将在第 45 届香

港国际电影节上展映。这部由内地女导演韩帅执导的女

性电影已经在多个电影节上屡获殊荣，引发关注。

得多项荣誉，并拿下釜山

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

评人大奖和山一国际女性

电影展创投会大奖。此外，

《汉南夏日》还在第四届

平遥国际电影展中摘得费

穆荣誉·评审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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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讲述一位 13 岁少

女在一个夏天经历成长的

故事，是韩帅执导的首部

长片，由龚蓓苾、黄天领

衔主演。韩帅毕业于中央

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短片

《一九九九》《东尼与明明》

《最后一镜》，另有著作《新

感觉电影——娄烨电影的

美学风格与形式特征》。

《汉南夏日》是一部

具有鲜明女性特征的电

影——女导演、女主演、

少女成长，其实在韩帅最

初的构想中，这是一个关

韩帅《汉南夏日》剧照

于男孩的故事，但是当她

采访了很多人之后发现，

自己似乎很难去还原当代

男孩的心理状态。同时，

她发现自己身为女性所面

对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这让我想要搞清楚一件

事——我对于性别的认知，

比如我工作中的困境、心

理上的困境，不是别人给

我的，那我的困境是什么

时候来的？我想去看看那

个起点是怎么回事，所以

我就想要写一个女孩子的

1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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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南夏日》的

主角就成了 13 岁的少女杨

果。她寄住在姨妈家，渴

望着手机另一头的妈妈。

那个迫切想要破茧成蝶的

少女，总是像只幼兽般的

戒备，警惕着这个世界所

有的风吹草动，她慌张无

措又蓄势待发。韩帅说，

这是她和剪辑师的“有意

为之”，她想让杨果“一

直是一个小动物的状态”，

所以把原本那些用来表现

她不同情绪状态的戏份全

都剪得一干二净。

在许许多多的试镜人

选中，导演最终选择了黄

天——“她身上有股生猛

劲儿，特别能吃苦，而且

她极其想做一个演员，所

以我觉得她有完成这个戏

的能力，她具备着职业演

员的素质。”学舞蹈的黄

天外形与剧中人物杨果没

有丝毫的相像，长发及腰，

带着点早熟的妩媚，所以

剪去长发后，韩帅从坐姿、

站姿开始全方位的对她进

行改造，每天还花一个小

《汉南夏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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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跟她聊天，让她以杨果

的名义去写日记，最终让

黄天从内而外的成为了杨

果，贡献了让人难忘的银

幕首秀。

影片中另一位让人惊

喜的女演员是龚蓓苾，她

一人分饰两角——杨果的

姨妈和妈妈，尤其是姨妈

这个角色与她以往的银幕

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她

为姨妈这个角色做了大量

的调查并且在当地体验生

活，武钢女工们手上戴的

保平安的红绳，脚上穿的

镶水钻的凉鞋都被她带进

了电影里，使姨妈的形象

很真实很丰满。妈妈的角

色最终只在影片中保留了

很少的戏份，妈妈这个角

色同样有着自己详实的故

事线，但导演最终决定牺

牲掉这个角色，给了观众

大量的留白。

姨妈和妈妈，杨果和

表妹，两对姐妹，四个女

性，互为镜像，“sisterhood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剧

作手段”。导演提到了特

《汉南夏日》剧照



Review Mar 2021 No.77

26

罗塔的《德国姐妹》，“用

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去辨析，然后去找到所谓

的觉醒或者主体性。”影

片中看似截然不同的女性

们，同样都面临着各自的

痛苦，彼此之间也有互相

伤害，但最终还是留在彼

此的身边，“这是一种很

真实的感受，因为只有她

们能同感，有相互的慰藉

和爱别人的能力。”所以

导演最终让飞机的声音在

她的耳边响起。导演说：“当

时在做声音设计的时候，

我说我希望这个飞机是她

心里的声音。如果她能够

听到她心里的飞机起飞，

如果她心里有一个自由的

可能，她就不用跑了，所

以这个飞机的声音，其实

是我对她的祝福。如果你

有一天能够把它放在心里，

可能比你实际跑出去换一

种方式生活更重要。”

影片的女性特质，其

实弥散在每个角落，比如

贯穿始终的意象——水。

“水本身就有阴性的成分，

《汉南夏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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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又选在了武汉，

一个阴性的城市——女性

很强势、码头文化等，再

加上水的母体的概念。”

以及影片的美术指导，找

了很多的画册，把一些看

似日常又带有柔性符号的

东西隐隐的藏在后景，比

如不同纹样的窗帘、床单、

玻璃等等。

韩帅说：“电影里面

的痛苦或者磨砺，我觉得

有点像小秘密，我最终没

有让她说出来任何话，因

为大家都有过秘密，以这

个秘密作为代价，我们最

好能够认识到自己尽可能

的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

人。我也希望这个秘密可

27

《汉南夏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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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口碑荣誉双丰收

的电影，其实是一部真正

意义上的处女作，除了导

演和主演，美术指导和剪

辑师也是第一次接长片，

“恰恰是因为我们没什么

经验，第一次饱含感情，

所以大家的初衷就形成了

它自己的生命力，因为我

们大家都有这口气，一定

要把它做好。”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抛开书本”，本刊有
删节）

以留在观众心里，她不一

定会告诉我，但是如果他

们自己能够在这个痛苦过

后能有快乐或幸福感，或

者有认识有自信，我觉得

就非常好了。”

对于导演韩帅来说，

平遥的费穆荣誉·评审荣

誉、釜山的费比西影评人

奖都比不上观众的一个拥

抱来得珍贵。导演回忆，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跑过来

对她说：“我就是杨果，

我特别明白你在说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哭，我能不

能抱抱你？”于是导演跟

她拥抱了一下，她说那一

刻她被深深的打动了，“我

觉得如果这个电影拥抱了

一些女孩子的话，那就是

最大的收获，这比任何荣

誉都重要的多，能跟某些

生命产生回响，这是一件

特别棒的事。”

《汉南夏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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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Office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Mainland 
China in 2021

2021 年中国内地春节档票房

2021 年春节档（2 月 11 日 -2 月 17 日）全国累计票房

收入 78.26 亿人民币，较 2019 年春节档的 58.7 亿元增长了

32.55%。从观影人次来看，2021 年春节档达到 1.6 亿，较

2019 年的 1.31 亿人次增长了 21.08%。而放映场次则为 286.44

万场，较 2019 年的 292 万场下降了 1.99%。2021 年春节档平

均票价达到 48.89 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47%，而场均观影

人次不减反增，达到 55.88 人，较 2019 年增长 23.54%。

在过去的 2021 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佳绩。七部影片、用时六天、78.26 亿元票房、1.6 亿

观影人次，创下了中国影史春节档累计票房、人次新纪录，

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等多项世界纪录。最强

春节档的诞生，体现出中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广大观

众被抑制的观影需求强势反弹，并在春节档集中爆发。

32.55% 21.08% 1.99%

78.26 亿 1.6 亿 286.44 万场

全国累计票房收入

2019 年同期 2019 年同期 2019 年同期

观影人次 放映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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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 年春节档期票房

2018-2021 年春节档期票房冠军

数据来源：Top Database

2018 2019 2021

RMB 

19.1 

亿

RMB 

20.2 

亿

RMB 

35.5 

亿

9.47% 23.54%

55.88 人48.89 元

2019 年同期 2019 年同期

平均票价 场均观影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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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 年春节档期单日票房

2021 年春节档票房 TOP7 影片

从历年春节档日票房走势来看，除今年除夕七部影片均未开启

点映，票房较低外，初一至初六六天均超过往年同期，并且连续五

天单日票房突破 10 亿，少用一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对 2019 年春节档

票房的反超。经过了一年的沉寂，今年的春节档呈现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Top Database

排名 电影名称 票房(亿) 票房占比 场次占比 上座率

1 唐人街探案3 35.55 45.43% 35.60% 46.69%

2 你好，李焕英 27.25 34.82% 28.89% 52.24%

3 刺杀小说家 5.39 6.89% 9.40% 38.80%

4 熊出没·狂野大陆 3.69 4.71% 6.77% 39.55%

5 新神榜：哪吒重生 2.35 3.00% 5.02% 35.26%

6 侍神令 2.11 2.69% 5.32% 29.96%

7 人潮汹涌 1.51 1.93% 4.47% 27.11%

票房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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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3》刷爆一切预售纪录，但口碑较《李焕英》有所逊色。

首日十亿史诗级开画，但在春节档初三之后迅速下滑，除了腾出一

定空间预留给《李焕英》外，中尾部影片，在春节档后几天走势较

佳，其中《人潮汹涌》在后半程的走势票房开启逆袭。今年春节档

影片涵盖了喜剧、悬疑、奇幻、动画等类型，让观众选择空间更大。

口碑为王的准则愈加根深蒂固。2021 年的春节档口碑为王准则愈

加根深蒂固，低口碑的影片票房高开低走表现得非常明显。

万达电影作为国内电影院线的龙头老大，此次春节档以 10 亿

票房收官，超过第二名大地院线近 6 亿元，同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36.8%，稳居榜首；上海星轶表现亮眼。自去年 7 月复工以

来，上海星轶票房成绩斐然，排名上升速度惊人，今年春节档以

185.71% 的涨幅，稳居第七席。

2021 年春节档 TOP7 影片票房占比

2021 年春节档院线票房 Top10
票房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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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春节档影院票房 Top10

2021 年春节档城市票房 Top10

排名 城市 票房/万

1 上海 36622

2 北京 27718

3 深圳 21105

4 成都 17991

5 重庆 17641

6 广州 16956

7 苏州 16519

8 杭州 14520

9 天津 12489

10 南京 12472

2021 年一二线城市春节档票房表现异常突出，主要和国家倡

导的就地过年政策有关。一二线城市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选择就地

过年。进而的春节档票房向一二线转移。从城市票房来看，上海、

北京、深圳、成都、重庆位列前五。其中，上海以 3.67 亿票房大

幅领先。在国家“就地过年”的倡导下，一二线城市均有较高增幅，

其中深圳涨幅最为突出，同比 2019 年增长 71.3%。

票房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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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春节档各线城市票房占比

春节档电影市场总结

2020 年竞争激烈的春节档因疫情取消，这是所有观众和电影

人心中不小的遗憾。于是 2021 年作为影院复工后迎来的第一个春

节档被翘首盼望。观众对中国电影的信任度有多高，中国电影发展

的空间和潜力就有多大。

在就地过年的防疫政策下，拥有相对较多银幕数量的一二线城

市迎来了比往年更高的人流量，成就了“史上最强春节档”。

春节档热闹收官，我们总结出今年春节档有以下几个特点：

01. 多地爆发的小波疫情没有造成观众恐慌，对市场影响不大

临近除夕，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上海等地爆发小规模

新冠疫情，令所有电影从业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档担忧。但在距离除

夕还有 5天的时候，国内本土新增病例归零，提振了观众和市场对

于影院的信心。随着新冠疫苗的逐步普及，以及今年春节档的火爆

场面，都足以证明疫情对于电影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小。

02. 票价合理提升，不会对观众观影频次有较大影响

微博上，众多网友吐槽纷纷吐槽“电影票太贵了”“看不起

电影了”。根据拓普电影数据统计，今年春节档全国平均票价为

春节档电影市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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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元，比 2019 年春节档平均票价高出 4.2 元，增幅为 9.40%。

对于消费者来讲，面对电影票上涨难免会感受到“肉疼”。但从另

一方面来看，电影票价上涨，是一个必然的市场规律，在春节档全

民观影的热潮下，电影票变成紧俏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

其次，为了迎合消费升级浪潮，不少影院大刀阔斧地升级设备

改善环境，改造特殊厅，而各项成本投入的增加也会抬高票价。

加之，人工、防控措施和物资消耗，均会增加影院的运营成本，

这也会促使票价上涨。

虽然票价上涨，但 1.6 亿的观影人次，44% 的上座率足以证

明票价并非是影响观众观影的主要因素。影片质量上乘，口碑足够

优秀，影院服务提升，影厅设备先进，就会得到广大观众的垂青，

哪怕票房稍有上浮，也能满足观众的心里预期，感觉值回票价。

03. 档期内大体量影片最多只能有 3 部

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6 年至今，春节档、国庆档等大档期票

房前三强往往都占据了档期内总票房的 80% 左右。头部电影与其

他电影“八二”分的电影市场格局，导致腰部和尾部的影片生存空

间被严重压缩，因此，对于片方来说，定档大档期意味着要花超高

的宣发费用去博一个并不确定的市场，以后要更加谨慎。

04. 就地过年一二线城市受益

随着过年返乡的世界最大人口迁移，新春观影的这种文化习惯

也被带到了全国各地。此外，随着国内大片质量提升，选择变多，

又有票补政策支持，春节看电影，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一种春节新选

择。因此春节档也成为各大片方的必争之地。

而今年，在就地过年的防疫政策下，拥有相对较多银幕数量的

一二线城市迎来了比往年更高的人流量。按照要求，多个城市影院

每场容纳率控制在 75%，北京等一线城市更是在 50%，隔开座位

就座，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观众安全。

但这些防疫政策并未阻挡观众的观影热情，单日票房连续五日

突破 10 亿，一线票仓春节档票房同比上涨幅度最大，其次是四线

城市。而五线城市由于缺少春节返乡潮，票房增幅较低。

2021 年春节档已经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春节档票房取得超 75 亿元的好成绩，体现了国产电影质量

的整体进步、电影人的创作诚意以及观众群体的日趋成熟，今年春

节档已经为 2021 全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开了一个好头。火爆的

市场表现，足以显示中国电影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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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李焕英》剧照

Xiangyang City Became an Internet-famous Site 
Because of Movie Hi, Mom

“李焕英”带货，襄阳取景地走红

今年春节档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凭借真挚的

情感和轻松喜剧的风格，成功引起全国观众的共鸣。数

据显示，截至 3 月 10 日，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超过

51.5 亿元。上映以后，这部影片的取景地——卫东机

械工厂、东方化工厂、湖北化纤厂、603 厂，这些在一

代人记忆中熟悉的老厂区几乎在一夜之间爆红。而当地

的旅游主管部门则利用影片热映的机遇，充分挖掘襄阳

的旅游资源，让襄阳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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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

《你好，李焕英》是

导演贾玲在自己的家乡湖

北襄阳拍摄的。随着影片

的票房火热，湖北襄阳这

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也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襄阳的

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湖北化纤厂）、东

方化工厂、湖北卫东控股

集团、六〇三文创园都是

电影取景地，他们大部分

是三线军工厂。电影上映

后，这些取景地也成为周

边市民春节出游的首选。

片中的取景地之一湖

北化纤厂位于樊城区太平

店镇陈家湖社区。这个工

厂是为给第二汽车制造厂

做配套而建的，至今仍保

留着部分老建筑。于 1968

年 5 月动工兴建，1972 年

初建成投产，曾是那个年

代我国唯一的生产工业用

粘胶强力丝帘子布的大型

企业。湖北化纤厂的大门

就是影片中胜利化工厂的

大门。影片拍摄时，摄制

组特意做了一个新门牌，

《你好，李焕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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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在现有的大门上，电影

拍摄完毕后已拆除。协助

剧组拍摄的联系人黄平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影片中

化工厂工人下班走的那条

路，目前仍然是进出该厂

的主干道。“这条路就是

影片中的贾晓玲穿越坠落

的地方。那场戏拍了半天，

贾玲吊在威亚上，一遍一

遍往地上摔，看着就疼。” 

湖北化纤厂的“地标”、

陪伴了无数工厂子弟的蓝

色滑梯也在影片中露脸。

这个滑梯是上世纪建的，

两米多高，油漆早已剥落。

随着影片的热映，每天都

有市民带孩子来打卡，寻

找童年的美好记忆。

影片的主要取景地位

于襄城区环山路孙家冲 1

号的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

湖北化纤厂的蓝色滑梯（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电影粉丝拍摄的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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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前身是国营卫东

机械厂，始建于 1964 年，

至今保留着工厂的历史原

貌。电影中的大礼堂、排

球场、工人文化宫、划船

的水库、职工食堂、幼儿

园、橱窗等 12 处大场景，

都是在这家工厂的家属区

取的景，成为几处游客打

卡地中最热门的地方。卫

东机械厂里人气最火爆的

当属职工食堂边的一处墙

旮旯儿，也就是影片中贾

晓玲和冷特躲雨的墙角。

游客们喜欢摆着和剧中人

物差不多的姿势照相留念。

卫东机械厂的大礼堂建于

1969 年，从典礼到颁奖、

从开会到文艺汇演，承载

了数代人的荣耀和记忆。

据这个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春节假期期间，

每天都有将近 1 万多人来

参观打卡。

电影的大部分情节，

都发生在李焕英工作的胜

利化工厂，主要拍摄地是

湖北宜城东方化工厂。东

方化工厂位于襄阳宜城市

电影取景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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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河镇，是导演贾玲

和家人共同生活过的

地方。时至今日，这

里仍然保留着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工

厂家属楼的风格，红

砖房、旧窗棂和一些

旧式生活设施。此外，

生活区有电影院、邮

局、学校……在这里，

有许多老职工都认识

贾玲和她的妈妈李焕

英，大家都能记得当

年的一些往事。拍摄完成

之后，剧组还把小院里的

乒乓球台、葡萄架留给了

家属院。

六〇三文创园位于襄

城区盛丰路，前身是文字

六〇三厂，《新华字典》

《汉语成语词典》等重要

工具书曾在这里印刷。文

字六〇三厂主体搬往高新

区后，原来的厂房在保留

原貌的情况下向文化创意

园区转型。电影拍摄期间，

文创园尽可能地为剧组提

供各种便利。据了解，电

影拍摄完成后，在主创人

员离开时，园区负责人提

出把六〇三文化创意（湖

北）有限公司的名字打上

去，对方一口答应。最终，

文创园运营公司的名字出

现在了影片最后的鸣谢单

位里。园区负责人介绍，

园区内在春节期间游人不

断。

《你好，李焕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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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热点巧营销，当地旅

游业抓机遇

据媒体报道，随着《你

好，李焕英》的热映，以

及大众对电影取景地关注

热度的持续升温，襄阳市

文化和旅游局敏锐捕捉到

“热点”，并迅速采取了

行动。

2021 年 2 月 19 日，春

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二个工

作日，襄阳市文化和旅游

41

局就邀请旅游专家、各区

县文化和旅游局分管领导、

旅行社代表、取景地、重

点景区负责人以及媒体单

位负责人，研讨如何借势

影视 IP 发展襄阳文化旅游

产业。紧接着，襄阳市文

化和旅游局组织专家、重

点景区和地接旅行社赴各

电影取景地，现场考察调

研这些三线军工厂区的发

展情况、卫生环境、接待

游客在取景地照相留念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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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等，大家就三线军工

精神发掘、工业遗址旅游

开发、旅游接待品质提升、

游线设计等问题与取景地

的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在实地踩线的基础上，

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迅速

推出了 8 条《你好，李焕

英》电影网红打卡旅游线

路。8 条线路中有 6 条为

跟团游线路，2 条自驾游

线路。这些线路既涵盖了

电影的主要取景地，也结

合了襄阳主要的旅游景区。

线路的推出，为广大观众

赴电影取景地打卡提供了

旅游指南，也希望以此拓

展游客到襄阳的行程内容。

另外，襄阳市还围绕影片

展开了“系列营销宣传活

动。“我们的许多旅行社

都已经在 8 条主题线路的

基础上设计出了具体产品，

正抓紧与外地组团社对接，

希望借助这部电影的热度，

能在春季旅游市场和随后

的‘五一’，乃至暑期市

场掀起襄阳游的热潮。”

襄阳市旅行社协会秘书长

王俊丰对电影《你好，李

焕英》可能给襄阳带来的

引爆效果充满期待。据他

襄阳仲宣楼（图片来源：网络，郭伏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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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李焕英》海报

介绍，武汉、郑州、

南阳等周边城市的

旅行社在春节期间

就有主动咨询相关

产品的，“从预订

情况看，‘三八’

妇女节开始，就会

有大量游客进入襄

阳”。

业 内 人 士 认

为，因热门影视爆火的取

景点，初期吸引游客的，

往往是由影视作品演绎、

诠释的加“滤镜”后的形象。

而经过游客实地游览及体

验后形成的感受，如果与

期望不符，游客便会产生

心理落差，进而反馈到网

上，对后续游客的出行产

生影响。很多爆款影视剧

引发的人文景点“轰动”

效应往往昙花一现，有的

甚至因过度开发而日渐衰

落。如何将短暂吸引转变

为持续性促进是这些影视

“网红打卡点”应该思考的。

高品质的旅游景点，没有

好的管理、好的旅游产品

做支撑，再火的热度也不

过是昙花一现。

“如何从短期蹭热点

转变为长期促发展，是我

们研究的重点。”襄阳市

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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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表示，《你好，李焕英》

电影热度可能是短期的，

利用好这短暂的机会，就

有可能推动襄阳旅游再上

新台阶。为此，他们正积

极谋划“三篇文章”，一

是做好长短结合的文章，

通过持续开展与电影相关

的旅游宣传营销，保持和

延续电影带来的襄阳旅游

热度；二是做好内外结合

的文章，以电影热度为契

机，通过加大旅行社外联

组团，把以本地游客为主

转化为以外地游客为主。

三是做好点面结合的文章，

把观取景地的热度传导到

全襄阳游。

通过这次影片的热映，

当地旅游管理部门意识到，

工业遗址也是襄阳宝贵的

文化旅游资源之一。襄阳

市文化和旅游局正着手盘

清底数，把全市工业遗址

摸清，特别是三线厂工业

遗址。同时，短期内重点

以卫东厂、六〇三“观电

影取景地”为主，长期则

兼顾南漳县、谷城县等地

的三线工厂，在保持外貌

的情况下，积极发展民宿、

职工食堂、农家乐等，健

全旅游产业链条。同时，

还将积极向外营销推介，

把工业遗址游与襄阳大旅

游结合起来，串进精品线

路之中，丰富襄阳文化旅

游产品内涵，增强产品的

吸引力和特质性，吸引更

多游客。

《你好，李焕英》海报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