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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装博物馆

老衣服里有学问

□ 孟德明

☞ 真正戳破票房泡沫的，是票房注水这根中国电影背上的荆棘。

☞ 我国自2002年实行电影产业化，至今不过14年。拔掉这根刺，中国电影反而能健康发展。

一个民族说什么话、穿什么

衣，也是这个民族的意义

□ 若 瑜

非精品，难生存
□ 池温波

上周发布的一份 2016 娱乐白皮书让电

影界汗颜：只有 3.7%的样本用户对这一年上

映的国产电影表示满意，46.9%的样本用户去

电影院的次数减少，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中“好电影少”以 85.57%的比重高居榜首。

诚然，一次调查未必完全精准，但当观众的感

受与市场的走势一致，就需要各方细细掂量了。

有人愕然。观影习惯已然形成，银幕总数

超过了美国，影片数量继续高速增长，如此有

利条件之下，即便凭借惯性，也不该在短短几

个月里上演票房和口碑的双双尴尬。

影片自身的问题难辞其咎。花上几十元

的票价，看到的电影却难称精良。看厌了去

年流行样式的复制，换了一个却是部空洞臆

想的大制作；不是不会表演的扑克脸，就是粗

糙得漏洞百出的制作水准，佳片成了稀缺

品。市场已经培养了十几年，各种观影渠道

日益丰富，观众的观影经验逐步积累，鉴别能

力和审美品位随之提高，与这样的顾客隔着

银幕相对，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在提高

水准上下功夫，就取悦不了今天的观众。

电影充满不确定性，上一部是票房蜜糖，

下一部就可能是票房毒药，无论怎样的阵容

和投入都不能保证在市场上心想事成。只有

优质的产品，才有可靠的竞争力。

时至今日，电影的小众化已经是不可逆

转的趋势，一部电影通吃男女老少的时代已

渐行渐远。小众时代的电影如何取得成功，

恐怕是个新问题。至少有两个条件不可忽

视，一是是否好到值得观众花钱，二是没有免

费或者更便宜的替代产品。今天电影的竞争

对手之多前所未有，有电视，有视频网站，还

有其他文化娱乐活动，都在和电影一起争夺

着人们本来就不富余的业余时间。电影能做

的，只能是以质量和诚意赢得好评。作为一

个制作周期和播放周期相对较长的产品，要

经得起考验，就应该也只能走精雕细琢的精

品路线。

精品路线知易行难。去年，大导演大制

作失意者不少，小导演小制作带来的惊喜也

不少。《路边野餐》《驴得水》《塔洛》强烈的个

人风格，《湄公河行动》让主旋律主题得到市

场的认可，《七月与安生》在文艺和市场之间

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贡献

了新的类型和路径。并非是翻脸如翻书，而

是市场和口碑兼得从来就不容易，若抛弃了

自己的风格而屈从于市场的压力，结果就可

能像邯郸学步一样，落得个尴尬的局面。

非精品，难生存。有识之士早就提出，质

量是电影的生命线。但愿 2016 年的冷，能让

人清醒一些。

2016 年的中国电影就像那句著名的台
词，“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局”。当年初
的《美人鱼》狂卷 34 亿元票房，并推动一季度
国内总票房创下 144.66 亿元的历史新高时，
电影圈沸腾了，喊出了票房冲 600 亿的口
号。但最终票房止步 457.12 亿元，同比仅增
长 3.73%，创下电影产业化以来的最低增幅。

600 亿的小目标

从 2003 年至 2015 年，中国电影市场一
直保持平均 35%的市场增长率，2015 年票房
更是高达 440 亿，同比增长 48.7%。即便增
速持平，2016 年也能在 440 亿的基础上再涨
200 亿，这就得出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数字
——600亿。

彼时，我们对实现这个小目标很乐观。
因为 2016 年，中国电影银幕以每天增加 26
块的速度递增，超过了 2015 年每天增加 22
块的速度，全国电影银幕已超过 4 万块，跃居
世界第一。

观影人次也在稳步上升，从 2010 年的
2.9 亿，3.7 亿、4.7 亿、6.1 亿、8.3 亿、12.6 亿，
一步步涨到 2016 年的 13.72 亿，也还是过得
去的数字。

银幕红利持续发酵，只要电影院营业就
有票房；观影习惯已经养成，观众不会轻易放
弃看电影这门消遣。更何况还有著名的“口
红效应”，大家应该更爱去花钱不多、享受不
少的电影院吧。

没想到，这却是虚晃一枪，接下来的电影
市场就是一曲“冰与火之歌”。《盗墓笔记》《爵
迹》《我不是范冰冰》，所有爆款都失手了，仅
暑期档就同比硬生生缩水 10 亿。一直到还
有一周 2016 年就快过去之际，内地电影票房
终于追上了 2015年的 440亿元。

不 过 ，此 时 不 要 提 600 亿 ，能 否 增 长
10%，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都成问题。因为
这意味着此间上映的《长城》《摆渡人》《铁道
飞虎》等影片票房总计要突破 44 亿元。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片子会跟影
评人开撕，责任实在太大了呀。

斩断造假的手

当然，我们不是指责《美人鱼》给我们吹
了一个大泡泡。真正戳破票房泡沫的，是票
房注水这根中国电影背上的荆棘。

在《美人鱼》之前，内地电影票房曾经有
过一个冠军《捉妖记》。

这是一部神奇的影片。根据媒体调查，
这部电影的凌晨公益场次，不仅场场爆满，而
且上座率达到 108%。也就是说每 100 个观
众中，就有七八个是站着看完这部将近两个

小时的国产大片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
10分钟就放一场《捉妖记》的神速。

根据制片方发布的票房公告，《捉妖记》
以 203 万元的优势超过《速度与激情 7》登顶
国内的票房冠军，其中公益场次票房总额
4042 万元。不过这个冠军受到了各方的质
疑，一家权威的海外电影票房媒体甚至取消
了《捉妖记》的介绍条目。

《捉妖记》只是被揪出来的典型。在业
内，票房造假已成惯例。

明目张胆的票房造假引发了舆论争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开表示将严
厉打击，并通过官方途径，多次发布了“关于
转发《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明确要求：电影必须真实放映，系统
里登记在册。

2016 年，首先撞到枪口上的是 3 月份上
映的《叶问 3》。当时，上映 18 天的《叶问 3》
票房高达 7.9 亿元，但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
理办公室开出的罚单显示，《叶问 3》存在非
正常时间虚假排场的现象，同时总票房中含
有部分自购票房。

最终，对经查实的 3200万元的虚假票房
不予认可，不计入全国电影票房统计数据。
同时，对该片发行方大银幕(北京)发行公司

暂停新的电影发行业务 1 个月，责
其进行整改；对参与不实排场、情
节较严重的 73 家影院提出严重警
告；对 73 家影院所属 20 家院线公
司进行通报批评；对虚假场次出票
相对集中的 3 家电商提出严重警
告，由电影局诫勉谈话。

如果说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已
经让造假者收手，法律红线的威慑
力更是彻底让造假者断了念想。

2016 年 11 月，《电影产业促
进法》出台，规定电影发行企业、
电影院不得采取制造虚假交易、
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不正当手
段，欺骗、误导观众。

“偷票房”的处罚力度也显著
加大：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违
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责 令 停 业 整
顿;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如果以《叶问 3》为
例，造假 3200 万元票房，要罚 1.6 亿元，这事
当然不能再干了。

于是，各种疯狂的票房造假逐渐消停了，
表现在票房上，就是部分国产片在影片得分
不算低的情况下，票房却显著低于上年的同
类型影片。

挤掉票房的水

跟幽灵场等造假方式相比，另一种票房
注水的方式更为隐蔽，而且很受群众欢迎，那
就是票补。

很可惜，2015 年盛行一时的高额票补也
在 2016 年势头放缓。是电影票贵了吗？不
是。电影票从来也没有便宜过。不管我们买
的票是 9.9 元还是 29.9 元，国产 2D 电影定价
通常都在 30元左右，3D约 35元。

这中间的差价是格瓦拉、猫眼、淘票
票、微票儿等在线购票平台及片方帮观众出
了。据估计，2015 年的 440 亿元票房中，
大概 30 亿元至 50 亿元来自票房补贴。有业
内人士透露，2015 年春节档上映的 《天将
雄狮》，仅猫眼一家的“票补”金额就达到
5000余万元。

票补就像超市的开业大促销，吸引观众
来凑个热闹，捧个人场，不仅直接拉动票房，
还能造成上座率高的印象，有利于在院线争
取较高的排片率。

据说，2014 年宁浩导演的《心花路放》上
映前，猫眼以 9.9 元和 19.9 元的价格，预售票
房高达 1 亿元。这个消息也吸引更多人走进
影院看个究竟，最终该片票房破了 10亿元。

所以，片方和平台都爱票补，甚至还发展
出了以票补冲保底票房，达到后，票补算作平
台宣发费用收回的新玩法。

经过几年赔本赚客户、票补养成习惯后，
各家平台市场份额基本确定，观众在线购票
选座的习惯也基本养成，购票平台当然不会
再无限制地放水养鱼了。

这些票补取消后，不仅是那些 9.9 元看
电影的观众告别了影院，可能受“观影热潮”
带动的观众也没有了参考目标。随之而来
的，就是 2016年电影票房的整体下滑。

虚火蒸发掉了票房的水分，雾气蒸腾之
后，我们看清了走过的弯路。这是好事。我
国自 2002 年实行电影产业化，至今不过 14
年。中国电影还年轻，有的是希望。拔掉这
根刺，中国电影反而能健康发展。

“此袍是皇帝夏季所穿吉服。圆
领，蓝素绸接袖，石青织五彩行龙云蝠
纹领袖边，饰片金缘。月白色云锦面织
蓝色龙纹九龙纹，间饰团寿、长寿、云
蝠等图纹，下幅饰海水江崖纹。云锦技
法娴熟精妙，妆花工艺极为精致，以单
股捻银线织团龙，五彩丝线织彩云寿字
纹。”在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的中
国服装博物馆，馆长赵波经常向游客介
绍这款清代中晚期的月白云锦彩云蓝龙
纹单龙袍。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廊坊
市主动承接北京服装产业，致力打造北
方的服装之城、时尚之都。永清中国服
装文化博览园应运而生。作为中国服装
文化博览园八大板块之一的中国服装博
物馆于 2014年 7月正式入驻开馆。

这是河北首家服装博物馆，也是我
国第一家服装类综合博物馆，展品包括
纵向历史性服装 1000 余套 （件），分
为明代官服区、清代宫廷服饰区、汉族
历代服装区，分别以男袍、男褂、女
袍、女装衣裳、童装、配饰等主题分类
展出。另有中国 56 个民族男女老少的
清代、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服装服饰
1000 余套 （件）。从种类上看，博物馆
藏品包括绫、罗、绸、缎、纱、绒、锦
等各类丝织品文物，很多都是世界仅存
的孤品，对于研究明、清、民国时期的
服饰制度、制造技术、艺术审美等方面
有着重要价值。

“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可见
穿衣对人们有多重要。”馆长赵波小时
候经常在家里看到一些老衣服，就对传
统服装产生了浓厚兴趣。过去 10 多年
间，他的足迹遍及中国 20 余个省市，
收藏了 1000 余件中国明、清、民国时
期的服装，包括国宝级藏品。他还多次
从欧美日等国收回我国珍贵服装文物。

在主持服装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之
余，赵波又给自己定下了写书的五个

“五年计划”。
“在一次亚洲学术论坛上，某国代

表公然表示，汉族没有传统服饰。”为
了向世界证明汉服的历史、传统，赵波
计划接下来分别花 5 年时间，写 《衣
裳》《冠帽》《鞋履》《配饰》，加上已经
完成的 《中国袍服史》，将是一部 《中
国服装史》 大集。

整日沉浸在旧衣堆里，赵波感觉
自己闻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气息，“汉
服代表着民族，一个民族说什么话、穿
什么衣，也是这个民族的意义。”

如今的电影院，不是一个低头捡金子的

处女地，而是一个靠绝活儿吃开口饭的角斗

场。每个撂地作艺的人，想让别人听自己讲

故事还把别人的钱赚了，总得有点绝活儿，还

得不时变幻新花样。

电影的绝活儿是什么，大致就是两样，一

样是娱乐，另一样是文化表达。

娱乐版的绝活儿已经施展得淋漓尽致。

比鲜肉的，比女神的，比卡司的，比话题的，比

IP 的，比特效的，各种娱乐元素组合粘贴，就

好像用大数据算出的，最时尚“回”字写法配

搭，最具冲击力集束炸弹配方。

然而不幸的是，元素的“套娃式”叠加只

能为电影的卖相增色，并不是通杀市场的秘

笈。真要给人留下印象，靠的还是最内层的

惊喜。就像 2016 年的电影《塔洛》里收拾齐

整、言语感人的杨措，只能骗骗未经世事的塔

洛，换个老司机，肯定不好使。

在这个娱乐爆炸的时代，娱乐元素的保

鲜期越来越短。游戏、直播、网文、综艺、剧

集，高速膨胀的各种娱乐方式，跨界挥霍着娱

乐元素的新鲜感。一个锥子脸在电影里红

了，从直播到综艺，锥子脸很快就满眼都是

了。等下一部电影再用同样的元素来揽客，

招数就老了，很容易被老司机们看穿套路。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有数据支撑的现

实。不用说下滑的票房和观影人次增速，也

不用说创出新低的上座率，单看那些由专业

人士保底发行的人气影片，那些被业界寄予

厚望却收获寥寥的档期，就知道了。

电影也有中等收入陷阱吗？也许有吧。

在类似存量博弈的低增速环境里，跨过去了，

就更像北美，跨不过去，就更像港台。

如何才是跨越的良策，要么在娱乐这个

绝活上花样翻新，要么，就得在另一种绝活儿

上施展身手。

文化表达是细雨挥洒出的松茸，不像娱

乐拼贴，只能依着润物无声的有机节奏，自然

生长。长势不会太快，也形不成雨后春笋之

势。一出喜剧，可能需要在舞台上打磨多年，

才能推上银幕赢得口碑；一出悲剧，可能要电

影人用生命接力。既不适合资本快进快出，

也不适合规模化工业复制。

但这有机的节奏，能赢得口碑和信任。

2016年，有《百鸟朝凤》这样跪着逆袭的例子，

也有《路边野餐》这样靠“自来水”打平成本的

例子，还有《驴得水》这样叫好叫座的例子。

文化表达无一定之规，但终归都离不开

诚意。凡有诚意，必有回馈。正如《一代宗

师》里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电影不像

食物，不是口腹的刚需，而是人心的备选。心

真的离开了，真可以对原先的爱物弃之不顾，

尘封于博物馆。

诚意回馈 另练绝活
□ 吴益生

小众时代的电影要成功

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是否

值得观众花钱，二是没有更

便宜的替代产品。

月白云锦彩云蓝龙纹单龙袍。

孟德明摄

电影不像食物，不是口

腹的刚需，而是人心的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