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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合拍越来越热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读梦者联盟》《东北往事之文
艺青年》《悉尼和稀泥》《今天不回家》等7部影片成功签
约，投资金额从6000万到4亿元人民币不等。

“十亿红妆”是由悉尼电影制片公司发起，聚焦大型
电影及相关产业开发的国际合作项目。不过，这并不是中
澳之间首次进行批次电影合作。早在 2007 年，中澳两国
就签署了 《中澳电影合作拍摄协议》，之后的 10 年间，5
部中澳合拍影片诞生。

所谓中外合拍，就是中外制片公司共同投资、拍摄影
片，版权共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中国对

“合拍”的认定有诸如投资比例等可量化的标准。合拍片
经审批获得资质后，可享受国产片待遇。

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统计，仅 2016 年一年，获
准立项的合拍故事片就达到 89 部，创下历年合拍片立项
数量的新高。同时，在 2016年国产片票房排行榜前 10名
中，有8部影片为合拍片。

而日前来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则显示，2016年中
国产出的700余部影片中，中外合拍片达73部，约占总数
的1/10。合拍片已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电影合拍很有价值，我们可以分享文化、交流故
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共事与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打造国际
化的电影。只有合作才能让双方获益。”澳大利亚电影国
际合作署总裁黛布拉·理查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景俊美对本报记者分析指
出，“在信息化时代，影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生力军。在
文化内容消费上，影视消费占有重要份额。就目前我国电
影产业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外合拍趋向火热在情理之中。
这种发展趋势，无论对文化还是对产业，都大有裨益。”

巨大市场生机勃勃

合拍如今大热，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大幕直到20

世纪 90 年代才逐渐开启。从中国元素点缀、中国面孔偶
尔露脸，到试水好莱坞以及输出演员、技术和资本，再到
如今谈“大手笔”的合作，这其中既折射出世界电影业格
局的变化，更突显中国电影业这些年的巨变。

“中国电影市场是巨大的，电影荧幕数量众多，票房
市场潜力巨大。这对电影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所有
人都需要内容，而我们知道如何制作好的内容。”黛布拉·理
查兹说。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拥有电影荧幕超过 4.3万块，居
世界第一；年票房达到457亿元，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
第二大票房市场。2016 年，中国观影总数达 14 亿人次，
这一数量超过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总和13.2亿人次。

近些年，中外合拍片也迅速在中国市场占得一席之
地。不少叫好又叫座的影片都有着跨国合作的“基因”，
例如，《功夫熊猫3》《绝地逃亡》《长城》等均为合拍片，
票房均在8亿元人民币以上。

《黑客帝国》 制片人、澳大利亚电影界领军人物安德
鲁·梅森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电影业发展迅速，电影
市场的增长速度很快，中国观众的观影热情更是引人注
目，这些共同形成了对优质内容的市场需求，我们应该抓
住这个机遇。”

潜力巨大的中国电影市场获得了国际电影人的青睐，
而中国电影界也渴求着向外学习与交流。

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影视处处长张辛表示，这些
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速度很
快，未来更需要进入提质的
阶段。目前，中国电影市场
上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是 国 外 大
片，我们应该提高民族电影
票房，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十亿红妆”就是这种紧
密合作态势下的典型产物，
项 目 计 划 在 2017-2018 年 ，
将 10部中澳合拍项目引入澳
大利亚；到2020年，将20部
中澳合拍影视作品引入澳大
利亚，并建立中澳电影合拍
的长期框架及模式。

技术资本深度交融

最近有一部中外合拍片
在北美大受欢迎，这部名为

《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动物纪
录片刚一上映，便成为北美
新片首个周末票房冠军。影
片由美国、中国、英国联合

拍摄，SMG 尚世影业、迪士尼影业、北京环球艺动影业
联合出品，深度的国际合作让这部片子成为合拍片中最新
的成功案例。

联合出品、联合拍摄，资本加技术，已经成为电影合
拍片中最醒目的标签。

近年来，资本在电影界的跨国合作中频频出手。华策
影业加速启动与韩国的合拍IP计划；七星电影则瞄准俄罗
斯，拟以 8000 万美元预算合拍“俄罗斯方块系列电影”；
阿里影业甚至收购了由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创立的
电影制作公司的部分股权，加深双方在投资、联合制作、
衍生品等领域的合作……

为了加速进程，资本合作有时还伴随着优惠政策。例
如，在“十亿红妆”计划中，中澳联合摄制的合拍电影项
目可申请额度高达40%的中澳合拍片返款。

除了是一门生意，电影更像是一门手艺，所谓合拍，
技术层面的交流与学习必不可少。

安德鲁·梅森认为，这种技术的交流和学习是双向
的。“一方面，澳大利亚有很好的摄影、摄像、动画和后
期制作团队，这是电影生产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中国
在媒介传播上有巨大的优势，澳大利亚依旧是传统的院
线、电视等，但中国有非常多元、及时的传播手段，可以
通过各种形式将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中国，一切都在
快速变化和成长，沟通与学习就显得十分必要。”他说。

“国际合作的意义是双赢的。”景俊美认为，就电影产
业而言，合拍可以借鉴好莱坞等国外高新技术，提升国产
影片的质量。但合拍不能只注重产业方面，还要注重中国
元素的合理呈现和中国市场的自我定位，对拍摄制作、后期
合成、产品发行、版权交易、衍生产品等要素进行系统梳理。

文化故事期待磨合

对于《我们诞生在中国》的良好市场反应，影片导演
陆川表示，从最开始，这就是一次卓越的合作。迪士尼希
望制作一部围绕中国主题、反映中国哲学、展现中国野生
动物的电影。他们选择了合适的中国导演，并为导演配备
了最好的制片人团队。在合作过程中，团队成员间真正做
到了互相尊重。

如何讲述一个故事？双方如何对话？这从来都是电影
合拍中最大的难题。

作家、影评人韩浩月称，目前的中外合拍中，有不小
比例只是“名义上的合拍”。“现在有些中外合拍，多停留
在资本方面的合作，直奔市场收益，而内容生产方面的合
作交流还相当匮乏。”他说。

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合拍片遭遇“滑铁卢”的情况也
不少。据艺恩咨询提供的数据，在 2016 年亏损影片排行
榜中，《勇士之门》《长城》等片均为合拍片，而制作成本
4.1亿元的合拍片《摇滚藏獒》亏损约达3.7亿元。

在安德鲁·梅森看来，如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同时吸引不同国家的受众，是合拍电影亟须解决的问题，
而不同的文化视角也恰恰是合拍电影最大的魅力所在。

“中国的电影人在澳大利亚拍电影，拍摄手法与视角和澳
大利亚本土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了解外部
人的眼光非常重要，而多国合拍电影恰恰是这种文化差异
性的极佳反映，值得电影人探索。”他说。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电影，产业运作只是表层问题，
文化传播才是更深层次的诉求。电影产业的合作与各国的
语言、文化、审美、民族特色紧密相连。中国的电影市场
是广阔的，未来还有可能再次跃升。因此，我们不仅要借
鉴好国外的先进技术，更要通过过硬的文化产品赢得世界
的认可，加深中国故事在世界的影响，与此同时做大电影
产业。”景俊美说。

从资本、内容、人才、制作、宣发、排片到衍生品市
场等，中外合拍片涉及电影产业链的方方面面，更影响着
中国乃至全球影市的发展。中国导演陈凯歌说，希望中外
有合拍意愿的电影人都本着“为下个世纪的观众做电影”
的初衷，推动中国电影的成熟化，使合作片的质量与反响
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 2016 国产片票房排行榜前 10 名中，
《美人鱼》《湄公河行动》《澳门风云3》《功夫
熊猫3》《长城》《绝地逃亡》等合拍片就占据
了8席。

当前，中国电影市场正在快速崛起，而
中外合拍影片的潮流演进之快，更是让普通
观众吃了一惊。早些年，合拍片还因为“貌
合神离”“伪合拍”“贴拍片”等问题为人诟
病，而今越来越多既叫好又叫座的合拍片涌
现出来，为电影市场增色不少。开展电影国
际合作，要合拍，更要“合拍”。

一方面，合拍似乎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
潮流。国际市场正快速一体化，电影产业也
不例外。一部好电影的故事取材早已不仅仅
局限在国内市场，这从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的
热闹非凡便可见一斑。而作为一门艺术来
说，电影也需要国际合
作与交流，更迭不断的
电影摄制技术、流变的
叙事方式与艺术表达，
都值得电影人在合作中
探索与提升。另外，从
现实来看，各国提供的
各类优惠政策，也让合
拍成为难以拒绝的选择。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
迅猛，但电影制作技术
与市场需求之间尚有缺
口。中国电影人不妨抓
住 这 一 轮 合 拍 潮 的 契
机，既在合作中磨炼自
身，又以中国的独特优
势，进一步打开深化国
际合作、深入国际市场
的大门。

另一方面，合拍还
需要更“合拍”。因为涉
及 不 同 语 言 与 文 化 背
景，电影的国际合作从
一开始就并非易事。如
何跨越这种障碍，打造
出适应不同国家观众的
需求甚至被全球观众接
纳的影片，成了最大考
验。“合拍”应从何开始
呢？

首先在故事。在日
前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
节上，一众全球著名导
演聚首，无一不强调好
故事的重要性。从 《功
夫熊猫》 到 《我们诞生
在中国》，其成功背后有
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从
一开始就有一个极具中
国特色的好故事。由这
个故事延伸开来，才有
后续合作的成功。合拍
风潮正劲，诱惑不少，但更多业内人士说，
不要为了政策去合拍，而要从共同讲述一个
好故事的初衷开始。

其次在伙伴。好故事是基础，但电影生
产是个团队活。有制片人谈到，除了寻找与
磨合好剧本，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寻求
合适的合作伙伴与团队。为了制作一部好电
影，不同国别的团队之间要建立了解、信任
甚至默契。“就像一桩婚姻”，有受访者说，
只有双方互相吸引、有激情、能磨合，合作
才能持续，电影才能体现出高水平与高质量。

而就中国电影界来说，需下的功夫还有
很多。比如，眼下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
开展电影产业的国际合作，需要能够进行双
语沟通的电影制作人才。合拍电影虽已不新
鲜，但要把这件事做好，任重而道远。

祝愿中外电影合拍更“合拍”。

图为4月2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我们诞生在中国》影
片展映活动，庆祝这一中外合拍影片开始全球公映。 殷博古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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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迎来一批中国与澳大利亚电影行业的大咖，

中澳电影产业合作庆典暨“十亿红妆”中澳合拍电影池签约仪式在这里举

行。从“十亿红妆”到红毯之约，与会嘉宾普遍认为，许多中澳电影界的

“美妙婚姻”将揭开序幕。

“十亿红妆”、电影合拍、资金返款，又一个中外电影合拍协议转化为真

金白银的落地项目。从中国元素的点缀起步，如今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大步

走向中外合拍的新阶段。中外电影合拍意味着什么？这一潮流是如何形成

的？未来有怎样的前景？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与业内人士。

电影《美人鱼》海报 电影《功夫熊猫3》海报电影《功夫熊猫3》海报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海报

图为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 鲁 鹏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