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2019年春节档 （2月4日-10日），全国电影票
房共产出 58.4亿元，同比增长 2.04%，再创历史新
高。但鲜亮的成绩背后，电影票价波动也成为行业
和观众关注的焦点。

相关从业者表示，其实日常电影票价总体处在
各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区间内，春节档票价引人注目
主要是由于业内对于市场的期待和热度出现了“误
判”。春节档之后，票价已经回落至正常水平，并且
经过这个风波，在今后热门档期的票价调整方面，大
家也会更加慎重。

日常票价仍在合理区间

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电影票的价格一般由片方
的发行通知规定最低结算价 （一般在30-40元人民
币之间），放映端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这是多年
形成且业内都能够接受的票价标准。

之前观众总能从一些电商的网站买到19.9元甚
至 9.9元的电影票，这个差价多数由电商售票平台
及片方根据协议进行补贴。当时由于中国电影市场
还在成长，观众的观影习惯还未形成，可能不愿意
承受一张票 30 元甚至更高的观影成本。而且片子
是片方已经拍好的，影院的上座率也有限，片方和
影院愿意低价促销。于是，在一段时期内，电影之
间的竞争从创作质量层面变为了资本实力层面，不
愿意进行票补的影片或中小成本影片在竞争中就

“输在了起跑线上”。同时，众多业内人士呼吁停止
票补，他们的观点是：票补是饮鸩止渴，当补贴成为
常态，观众觉得电影票只值 9.9元或 19.9元，就会拒
绝购买正常票价的电影票。

因此在 2018 年春节档前，行业达成共识，票
补的最低限价不能低于 19.9 元。与此同时，票务
平台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口碑对于观众的影响力
也日益增加，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电影市场
的总体票价维持在比最低结算价稍高的水平上：全
国平均 33元左右，观众也习惯了这种票价。

金逸珠江总经理助理谢世明谈及目前票价时
表示：“其实总体看来，现在日常的电影票价是合
理的。以广州为例，80 元的影院挂牌价已经延续
了很多年，其间有的商品物价已经翻了很多倍，
但影片的平均票价总体依然呈现下降趋势，在各
种娱乐活动中，看电影依然是比较实惠的选择。”

时间来到 2019 年春节档，在之前业内的认知
里，观众春节观影需求是“刚需”，观众的热情能够造
成档期内影院“一票难求”的供求失衡状态，即便调
高票价，也不影响上座率，还能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业
绩任务，于是某些院线同时上调基础票价和服务费。

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2019 年春节档票价出
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来自灯塔研究院的数据表
明，2019 年春节档平均票价达44.85元 （不含服务
费），不仅远高于平常的 33 元，也比去年同期的
39.7元上涨了13%。

但观影人次出现相应波动。以正月初一为例，
单日票房 14.43 亿元，同比增长 13%，但观影人次却
和去年基本持平，增长部分主要来自于票价上涨。

这种增长主要是针对“春节回乡潮”带动的
“观影热”，并不能够持久。在正月初七之后，除了
个别场次以外，其他票价都已经出现回落，服务费
也恢复正常。

提价需因地制宜

电影作为娱乐消费选择的一种，观众的观影意
愿与观影成本和收入水平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票
价提升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观众的影响有很
大差异。

一般而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票仓城市以及
东南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电影票价较高，
三四线城市以及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票价较低。这一方面是考虑到观众所能负担娱乐成
本的差异，另一方面，低票价能起到培养观众观影
习惯，拓展潜在电影市场的作用。

总体看来，今年春节档的票价浮动对传统票仓
城市、一二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影响较弱，一线城
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即使票价出现些许上涨，
还是有很多观众走进了电影院。来自灯塔研究院的
数据显示：在春节档票价上涨的大背景下，一线城市
除深圳外，人次均保持正增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
春节档观影人次分别增长7.6%、4.4%、3.4%。

而于观众正处在观影习惯培养阶段，且对价格
因素较为敏感的三四线城市观众和乡镇观众，受票
价上涨的影响较大。从 2019 年春节档观众的反应
可以看出，涨价的三四线城市影城经理们高估了

“过年回乡潮”的能量以及观众的观影需求，也低
估了观众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中国电影市场需要
接受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检验，他们都是推动
中国电影进步和增长的生力军。

截至今年 3月 1日，全国已建成县级城市影院
5358家，县级影院银幕23244块，在全国总量中分
别约占比 47%、37%。三四线城市和县级影院，不
仅是中国电影的“票房重镇”，也是在未来被给予
极大期望的增量市场。

谢世明认为，在票价上浮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因地制宜。“三四五线城市和县城等还处于
观众培养阶段的市场来说，还是要进行相应的促销
来进行市场培养。”多位影城人士表示，票价与三
四线城市票房波动息息相关，票价调整应当慎重。

拓展电影市场当有创新精神

面对影城经营如何创新，业内人士提出了多种
建议。

市场专家赵军呼吁，在热门档期，电影人要创
新思维，业内应该做的不是提升票价，而是背靠档
期，加强跨界与社交等创新努力，深度利用流量资
源，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会长饶曙光也认为，相对于提高票价，培养市场
和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当务之急是不断拓展观影群体，不断促使观众养
成更加稳定的观影习惯，变看电影过年为过日子，
提高观众的观影频次。”

自从 2013 年中国台北故
宫博物院“朕知道了”胶带
问世以来，文化创意已经蔓
延至我国整个文博领域，大
大小小的博物馆都纷纷推出
文创产品，从文具套装到钥
匙扣，从生活用品到旅游用
品，不一而足。然而，在今
年的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对
博物馆文创领域的同质化问
题提出了质疑：“你做一个扇
子，他也做一个扇子；你做
一个杯垫，他也做一个”。这
不无道理。

通过考察欧美一些国家
博物馆做文创的实践模式，
我国的博物馆不妨从以下几
个方面出发，借鉴经验，探
索创新。

与国内知名设计师、文
创企业、产品生产方深度合
作。文化衍生产品的设计和
开发无非有两种途径，一种
是自主研发，一种是从厂家
进货购入。无论是哪一种方
式，都需要有顶尖的设计、
独特的创意做后盾。比如，
大英博物馆就有由 9 名全球
采办组成的部门负责设计或
寻求设计并联系生产。我国
的博物馆可以配备独立的创
意和设计团队，也可以和文
创企业开展合作，通过产品
授权，将产品研发“外包”，
从设计、制造到营销，形成
完整、成熟的产业。

注重标志性元素提取，
照顾不同年龄、不同消费群
体的需求。各个博物馆要做
出特色、创立品牌，就必须
提取自身的“标志性”元
素，以“明星藏品”优先，
将其所体现的元素内涵，从

“衣食住行”的角度全方位、
一条龙开发到极致，并充分
考虑各年龄段消费群体，生
产不同品位、价位的产品。

拓宽创意思路，注重馆
藏“明星藏品”和中国特色
元素紧密结合。比如，小黄

鸭是英国的一种特色 IP （知
识产权），大英博物馆将之与
馆藏品相结合，设计出独具
特色的“卖萌小黄鸭”系
列。我国的特色元素林林总
总，可以吸收利用的文化元
素丰富多彩。此外，配合国
内的重要节日、传统节日，
也可以开发出一系列纪念
品，甚至形成固定品牌。

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可以
由以“物”为中心，向以

“人”为中心转变。文化的创
意和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实
体物品的生产、制作和观
赏，还可以构建诸如场景再
现式的各种体验活动，让观
众们沉浸其中，带来更加直
观、形象和立体的感受。在
我国，大多数博物馆的设计
都是以静态的“物”为中
心，即以被动式的观赏为主
要基调，有些机械、呆板和
单调，而法国卢浮宫大胆地
开辟了地下商场，博物馆俨
然被打造成为艺术和商业兼
顾的公共空间。

此外，还可以借助“互
联网+”的东风，不仅“开
网店”销售文创产品，也可
以打造网络在线博物馆，开
发与馆藏元素相关的小游
戏。另外要加强与高校的合
作，共建研究院，培养研究
型人才和文化创意、设计、
传播的“实战型”人才。

文创已成弘扬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博物馆做文创
与其说是在“卖产品”，不如
说是在利用文化元素“讲故
事”。我国博物馆文创总体起
步较晚，经验与市场都还不
够成熟。要走好中国特色的
博物馆文创之路，既需要政
府部门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
扶持和激励，也需要博物馆
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社
会力量深度合作，平衡好艺
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努力
做到创新有道，成熟有方。

3月13日、14日晚，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
品、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 《松毛岭之
恋》在北京上演。

该剧是福建省歌舞剧院继民族歌剧《平凡的世
界·黄土地》3月9日、10日在北京上演后的又一部重
量级剧目。福建省歌舞剧院也成为文化和旅游部主
办的“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
演”中唯一有两部优秀作品入选的院团。

“松毛岭战役”是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在
闽的最后一战，也是异常惨烈的一战。这一战，万
余名红军战士身死松毛岭，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
赢得宝贵时间。《松毛岭之恋》取材于有关这一战役
的真实故事，讲述了“松毛岭战役”后，一名客家妹子
送别参加长征的丈夫后，默默坚守，忍辱负重，孝敬
婆婆，拉扯幼儿和红军遗孤，矢志不渝等待的故事。
在最终等到丈夫烈士证书后，她将 30 年里按客家
风俗每年为丈夫做的衣服鞋子，放进了家门口的衣
冠冢里，从此与丈夫坟对门、门对坟，生死相依永
不分离……

该剧于 2016 年底启动创作，先后十多批次组
织主创和演员前往龙岩长汀故事发生地松毛岭腹地
采风。2017 年 11 月，该剧在福建省长汀成功首
演。作为福建省艺术精品创作“火花茶会”机制重
点策划和指导的剧目，历经两年多创排和反复打磨，

先后入选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
全国重要艺术工程和优秀民族歌剧展演、中国歌剧
节等全国重要展演。

该剧由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文华导演奖”
获得者靳苗苗担任执行总导演，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居其宏和福建本土剧作家王保卫共同担纲
编剧。

该剧2018年还专门创排了精简版、音乐会等不
同版本，先后赴江西、贵州等革命老区巡演，并开
展了多场进部队、进校园巡演。

12年前，湖南卫视的 《变形
计》 节目首创了让农村孩子和城
市孩子互换生活环境，体会不同
人生，“到别人的世界里寻找自
己”的模式，见证并陪伴了许多
孩子的成长，也对家长、学校、
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今，
这个节目已经进行到第十七季，
本身也同样走在了“变形”的路
上，进行了大破大立的创新，以
公益性诉求、全纪实手法、慢综
艺混搭和时代性观照，探索着建
设型真人秀的样貌。

《变形计》第十七季节目由定
一传媒打造，韩金超担纲总导
演。节目改变了以往“背对背”
的变形模式，转变为“面对面”
的交流碰撞，将农村主人公留在
农村，让城市孩子来到农村，与
农村孩子共同生活。节目保留了
全纪实的魅力，让真实的生活释

放出合理的“意外”与自然的情
感，探讨关于成长、关于教育的
命题。纯素人、全纪实、小成本
却不影响节目拥有吸引人的故事
内核和紧跟时代的主题立意。节
目聚焦新问题、关注新时代青少
年“成长的烦恼”，例如“二孩时
代”的手足关系、离异家庭的教
育问题等。主人公们也有某种天
然的关联，他们有类似的家庭结
构或心理诉求，经历着类似的迷
茫和抗争，最终透过彼此更好地
照见了自己。

《变形计》 节目以极小的切
口触碰到了当下社会发展中客观
存在又不能回避的青少年成长问
题，通过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

“并轨成长”，帮助他们消除成长
的烦恼，引导他们发现自我、找
回真我，节目也以此释放着文艺
创新的力量。

山东卫视、宁夏卫视的热播剧 《温暖的村庄》
日前收官。该剧诙谐而不失深刻地展现了一个胶东
小渔村的近日。

《温暖的村庄》 给人强烈的第一印象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之美：大海碧空白天鹅、井然有序海
草房，红灯笼渔家乐、辛勤渔民赶海忙，跳舞健
身的女人们为争取市级精神文明奖积极排练……
这个名叫“天鹅湾”的小渔村，把对优良传统的
延续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对接融合。尽管村庄里
也有重重矛盾，尤其代际之间不能相互理解，但
优良传统的延续，比如一人有难处，人人来帮
助，一家有困难，大家共分担，如同无形的河
流，浸润全村几代人。和很多富裕农村一样，天
鹅湾面向都市开放，开店、打工、做买卖，经受

着市场经济的启蒙和洗礼。但是自私与算计的都
市文明消极面并没有洗刷乡村所坚守的伦理道德
和美好情感，尤其在义与利的选择面前，天鹅湾
人坚定地选择义。这体现在香玉对身处逆境的王
一鸣不离不弃，体现在老少乡亲给王一鸣一轮一
轮的捐款资助，体现在香玉爸尽管反复盘算，却
没落下一次捐款，还放下买卖去给王一鸣搭建舞
台；体现在年轻人做电商，不只为自己挣钱，也
为乡亲们代卖海货；体现在王一鸣表哥在城里生
活一段时间后已经诚信有失，却在与天鹅湾乡亲
一起扶助王一鸣的过程中找回自我……

开放的不失自身本质的乡村文明反哺了都市文
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行的天鹅湾，也在探索
美丽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破解博物馆文创

“同质化”
□胡 波 董晓波

破解博物馆文创

“同质化”
□胡 波 董晓波

2019 年春节档，全国
电影票房再创历史新高，
但电影票价也引发热议和
思考。如今春节档已过，
业内人士表示，培养市场
和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可持
续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

电影票价值几何？
□姬政鹏

谱写闽西苏区爱的礼赞
□陈 坚

《变形计》：

关联爱与时代
□冷 凇 张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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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都市文明的温暖乡村
□陈鸥帆

反哺都市文明的温暖乡村
□陈鸥帆

电视连续剧《温暖的村庄》 （出品方供图）

独独 家

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 （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