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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动 影 院 ”难 逃 尴 尬 处 境
天天娱评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近日，
“ 移动电影院”上线，
其核心是在移动端能看到正在
实体院线上映的作品，实现同
步。不过随后国家电影局和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表态，
“ 移动电
影院”并未获许可。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协会也对“移动电影院”
进行了否认。

以“实现与实体影院同步
放映电影”为卖点的“移动电影
院 ”，就 这 样 一 亮 相 就 遭 遇 尴
尬。在笔者看来，
“ 移动电影院”
噱头大于实际，以新媒体形式
亮相的“移动电影院”，不仅是
没有政策层面的支持，其在市
场竞争中也面临尴尬。记者登
录“移动电影院”发现，目前在
映的仅有《神谕通天》等四部影
片，观看票价是25元，但这些影
片均属于目前在传统院线零排
片的作品。
“移动电影院”明显是在与
传统院线竞争，但院线放映的

多项属性，
“ 移动电影院”无法
突破，一是时效性，二是观影氛
围 ，比 如 大 银幕看特效片的独
特体验，
三是社交属性。
“移动电
影院”强调的“同步放映”，其实
是在时效性方面与传统影院竞
争，但这是影院无法答应的。新
媒体试图打破传统放映模式的
尝试，其实早就有了。早在2015
年11月，
乐视将其影业主控的电
影《消失的凶手》放到乐视电视
上供会员实时观看，
结果遭到了
实体院线 的联 合抵 制。乐视 最
后终止了电影的线上播放。
电影在电影院放映，依然

是全球电影放映的主流。
“ 移动
电影院”面临的尴尬，连刚刚超
越迪斯尼成为全球最大市值媒
体公司的美国流媒体视频公司
Netflix都无法化解。
Netflix希望
电影能够在院线和流媒体平台
同步上映，或者干脆不登陆院
线。这遭到了院线方面的反对。
2018年，
Netflix与戛纳电影节谈
判破裂，将不会有Netflix 电影
出现在后者的竞赛单元里。财
大气粗的Netflix凭借自己海量
的会员，可以支撑中小成本电
影的终端收入，这让部分中小
成本电影放弃院线进入Netflix

的体系，但院线主流大片因为
浩大的投资需要更多的回报，
在线放映的Netflix根本无法满
足，所以绝大部分主流大片还
是选择了院线放映。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移动
电影院”可能面临的境地，是放
映那些在院线无法得到认可的
影片，这当然为部分小众的文
艺小片提供了机会，但对于绝
大多数电影观众而言，那些在
院线里他们都不会看的作品，
你怎么指望他们在线付费观看
呢？
“ 移动电影院”的尴尬，目前
尚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星们在传播推广传统文化上能
够起到作用，
但节目是否依靠明
星影响力取决于内容题材的需
求，
毕竟明星加盟文化综艺并非
促进收视的万金油。

已试水，剧情以猫为主角，以国
粹京剧为核心，
在热血的剧情中
向大家宣扬着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豆瓣评
分9 . 2分，它是中国首部将传统
文化中的京剧元素与动画相结
合的国产原创动画IP。
在音乐方面，陈升的《北京
一夜》
《 卖水》
《 牡丹亭外》，李玉
刚的《新贵妃醉酒》，王力宏的
《盖世英雄》
《花田错》
，
杭天琪的
《唱脸谱》，周杰伦的《霍元甲》，
陶喆的《苏三说》，屠洪纲的《霸
王别姬》等大众熟悉的音乐作
品，或多或少都融入京剧的元
素，
传唱度极高。
虽然说一个时代的人有一
个时代的喜好，
但京剧是老一辈
人的娱乐方式，
年轻人所喜爱的
少之又少。
但通过综艺、
影视剧、
动画片等形式对不同年龄段的
成员都是一种有目标性的知识
性的普及，
让京剧这一国粹的精
神内涵一脉相承地传递下去。
同理于其他传统文化，也
能以单一的小众文化为切口，
除了综艺节目的加持，也能在
影视音等领域进行再创造。早
年间的影视剧结合传统文化内
容较多，比如，以传统刺绣和纺
织工艺为基底进行剧情构造的
电视剧，就有《凤穿牡丹》
《 美人
如画》
《 天涯织女》
《 明德绣庄》
《绣娘兰馨》等家喻户晓，近来
与刺绣有关的剧集只有一部现

代都市剧《因为遇见你》，将刺
绣与现代时尚结合，贯穿于主
人公的成长故事。
近年此类作品的减少或许
与市场行情有关，是在盈利的
压力之下结合受众喜好进行正
常取舍的商业行为。叫好不叫
座是这类作品的普遍困境，传
承匠人唢呐精神的《百鸟朝凤》
就是高口碑低票房的典型代
表。
《 百鸟朝凤》上映期间，电影
制片人方励在网络直播中下跪
磕头，恳请影院经理为《百鸟朝
凤》增加排片，网友对制片人的
下跪行为褒贬不一。
尽管现实情境于此，但文
化传承始终不能仅仅靠综艺节
目这一载体单扛，还需整合影
视动音等多方资源全民加持，
以传承传统的优质文化为内
核，进行艺术创造，让传统文化
以多样的姿态出现在观众视野
里，从而才能够多方辐射、联动
发展，让传统文化有着生生不
息的生命力，得以真正意义上
的传承。
（玖肆）

除了综艺和人气明星

文化传承，
影剧音全出动
上半年的文化类综艺，仍延续着去年文化综艺的热潮。
但与其他类型综艺一样，文化类综艺也逃脱不了同质化的窠
臼。对观众而言，同类节目过多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达不到文
化传承的效果，最终不利于节目的长远发展。
文化综艺的成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也得益于众多明星
大咖的倾力推广，但值得思考的是，文化传承只能靠综艺节
目这一载体单肩来扛吗？

明星推广传统文化
并非万金油
上半年的文化类综艺，从
《国家宝藏》
到
《信·中国》
，
从
《传
承中国》
到
《经典咏流传》
，
从
《朗
读者》到《同一堂课》，依然延续
着去年文化综艺的热潮。
但就在
头部文化综艺获得一众好口碑、
收视时，
还有一系列小体量文化
类综艺已然湮灭在众多综艺节
目当中。
近期，
《传承中国》
以京剧元
素切入，
名家真教、
明星真学、
真
演，
呈现了原汁原味的国粹京剧
之美，让观众瞬间眼前一亮，豆
瓣评分8 . 8分，但收视上仍然敌
不过同时播出的《极限挑战4 》
《新相亲时代》
等节目。
其实不止《传承中国》，文
化类综艺大多都是靠明星在
“撑场”，
《 国家宝藏》邀请明星
担任国宝守护人，向观众展现
国宝前世今生的故事；
《 百心百
匠》则是明星们去探访民间匠
人，传承传统文化的力量；
《见
字如面》邀请明星读信，用书信
打开历史。这一系列节目均是
依托明星的影响力来传播、传
承传统文化，但效果不尽其然，
有很多节目都是以高口碑、低
收视收场。
当然，也有不全靠明星助
阵的，比如，
《 中国汉字听写大

探寻文化传承
N+1种方式

会》
《中国诗词大会》
《龙的传
人》这类竞技性较强的节目，观
众代入感强，参与度高，比较少
依赖明星。
整体而言，
文化类综艺对嘉
宾和观众的教育背景都有一定
的要求，
《传承中国》
《见字如面》
这类节目门槛较高，
明星有一定
的表演功底，
能呈现出更好的节
目效果。就拿《传承中国》来说，
京剧对唱腔、
身段都有极高的要
求，七天排一出戏难度极高，节
目组因此邀请了徐帆、余少群、
李依晓等有戏曲功底的明星。
明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爆发在
于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创造了有
利的环境。
在文化综艺爆发初期，
节目
内容上仅限于字词、成语、诗歌
等文学类领域，较为单一，而如
今已然开始对更宽的文化范畴
进行深耕。传承、传播传统文化
不单单是靠制作相关综艺节目
来完成，
还可以将人们喜闻乐见
的影视动联合起来，
共同传播传
统文化。以京剧为例，除了文化
综艺《传承中国》，在影视剧、动
画片、
音乐等内容领域也融入了
这一元素加以传播，
诸如在去年
火爆荧屏的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陆毅饰演的侯亮平化身刁
德一，
胡静饰演的高小琴化身阿
庆嫂，来了一出京剧名篇《沙家
浜》中的唱段《智斗》，圈了不少
京剧粉。
早年间的影视方面还有
《霸王别姬》
《 梅兰芳》
《 青衣》等
多部经典影视作品，
在讲述人物
故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
京剧文化进行推广。
在动画片方面，
《京剧猫》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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