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接连被身边的朋友拉着看了
几部片子，《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诞生
在中国》《生门》《河西走廊》，无一例外都
是纪录片。朋友说，如今的纪录片已成
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无论是身边的世
界还是远方的家园，它都能用一种全新
的视角，带你发现真实。经了解得知，我
国纪录片去年总产值超过 52 亿元，同比
增长 12%。

说实话，现在的纪录片与曾经留给
大众的“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
来”那种刻板印象已截然不同。正因为
如此，探访当下我国纪录片市场的真相
十分必要。

走进院线

卧 龙 竹 林 ，将 近 40℃ 的 潮 热 空 气
里，大熊猫妈妈美美和女儿丫丫过着温
馨甜美的生活。然而，随着女儿一天天
长大，离别的氛围开始笼罩着它们⋯⋯
这是由陆川执导的《我们诞生在中国》里
讲述的一个故事。当郭婷坐在影院里的
大银幕前与这个故事相遇时，她的心被
触动了。“原来，纪录片不都是枯燥的，它
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色调。而且，在电影
院里看纪录片，这种色调会变得更加浓
烈。”郭婷说。

没错，目前已经有很多部纪录片走
进了院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像郭婷一
样，通过大银幕感受着纪录片的魅力。
据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发布的《中
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6 年
我国共上映 12 部纪录电影（含 1 部引进
片），票房合计约 8292 万元。虽然这一
数字算不上惊人，但仍然显示出传统纪
录电影的票房在大幅增长。据研究报告
课题组负责人、北师大纪录片中心主任
张同道介绍，2014 年至 2016 年，国产传
统纪录电影的票房分别是 1815 万元、
3163 万元、7795 万元，同比增长 74%和
146%。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纪录片比剧
情片更需要大银幕。“纪录片是用艺术化
的语言表达现象级内容，所以特别注重
色调，其最终想要呈现的效果只有在大
银幕上才能显现得更加充分。”有着将近
10年从业经验的中经全媒体总编辑李远
告诉记者，纪录片的投资往往都不小，仅
靠电视频道是无法收回成本的，这也是
纪录片必须走进院线的原因之一。“既然
走进院线，就要遵循市场规律，用讲故事
的手法将素材重新包装。国外成熟的纪
录片市场都会将固定的影院排片份额留
给纪录片，大抵也是因为其在讲故事上
做得比较到位。”

除了走进院线，前两年对“商业”还
讳莫如深的纪录片行业从业者，如今纷
纷借助网络重塑起纪录片的生产方式和
营销方式。比如，纪录片《自然的力量》
制作方在弹幕网站开设直播间，主创人
员与观众实时互动，分享台前幕后的故
事，吸引数十万粉丝参与；比如，李远和
她的中经全媒体把公司制作的纪录片在
电视台播放后再碎片化处理，变成 1 分
钟、3 分钟、5 分钟的微纪实作品，或在朋
友圈转发，或上传到视频网站，使其成为
网络社交资源。

翻开李远的朋友圈，看到不少这方
面的内容。她说，很多人也是通过她的
朋友圈慢慢了解然后爱上纪录片的。“产
业化的纪录片在我国有着广阔发展空
间，为此，希望国家给予的扶持政策再多
一些、进入影视市场的准入门槛再适当
降低一些，我们争取早日做出纪录片领

域的大 IP。”李远说。

走向国际

近年来，有关中国及中国故事备受
国际社会关注，一些国产纪录片在海外
颇受青睐。前面提到的《我们诞生在中
国》在全美上映期间，美国影评网“烂番
茄”给出了 83%新鲜度的试片评价，远超
同时期上映的其他影片；英国 BBC 播出
的《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述
说春节风俗、各地美食与喜庆氛围，向海
外观众展示文化中国，受到热捧。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纪录片
也把镜头对准了中国。比如，法国文化
频道 ARTE 播出的《孔子》、美国国家地
理频道播出的《秦始皇陵的惊天秘密》、
澳大利亚 Foxtel 历史频道播出的《改变
世界的战争》、韩国 KBS 电视台拍摄的

《超级中国》，等等。
这其实说明，我国可供挖掘的纪录

片素材是丰富且多元的。在李远看来，
我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分布广阔，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发生的巨变又让世界震
惊，这些都成为全世界纪录片人取材的
宝库。“我参加国内纪录片论坛时发现，
很大一部分是外国嘉宾。今年北京国际
电影节期间，我遇到一位意大利的圈内
人，听说我在做与多彩民族有关的纪录
片，他很感兴趣，与我讨论交流后提出，
希望我们能以提供素材的方式开展合
作。因为他觉得，目前中国大多数纪录
片的表达还无法适应国际市场。”

的确，世界不缺少中国故事，缺少能
讲述中国的好故事。在中国元素越来越
受到国际关注的背景下，如何对中国故
事合理表达，成了纪录片领域发展的关
键。对此，中经全媒体艺术总监刘典有
自己的观点。

刘典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纪
录片摄影专业，据说该专业只在 1986 年
招收过唯一一批学生，所以刘典算是我
国纪录片行业难得的科班出身。虽然在

校期间学的是技术，但多年来在这个行
业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他，纪
录片是用来发问和发现的，不是用来作
结论的。我国当下不少纪录片还是高高
在上地说教，别说走向国际，在国内市场
都很难立足。“还有一部分纯粹是创作者
在孤芳自赏，独自咀嚼着身边的小悲欢，
还很可怕地把小悲欢当成大世界，根本
没有去想怎么把故事讲好，又如何被大
众接受呢？”

刘典觉得，内容上植根于中国元素、
形式上开拓创新、技术上与国际接轨，兼
具艺术性与人文内涵，才是中国纪录片
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这是

‘走出去’的过程，所谓‘走出去’，是指走
向国际市场，而不是打入国际市场。若
是‘打入’，有可能一味迎合国外喜欢的
方式，比如怎么落后怎么表现、怎么土怎
么来，但这绝对不是真实的、全部的中
国。走向国际，我们必须带上对中国文
明的自信。”

走出困窘

当有些人欣喜于中国纪录片正在走
红的一系列细节时，还有一些人抱着谨
慎的态度，希望业界不要过早得出“中国
纪录片迎来火热夏天”的结论。南京华
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导演祁少鹏就是谨
慎派的一员，在他看来，人才紧缺是当下
亟需突破的困窘。

“纪录片人才培养周期长，综合素质
要求高，行业同时面临人才培养和人才
流失两方面困境。当前，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将观看纪录片作为一种时尚，这其
实也在要求纪录片制作和运营团队中能
有更多年轻人补充进来，满足新生代受
众的观赏需求。但很遗憾，我们还没有
做到用源源不断成长起来的新鲜人才支
撑 纪 录 片 产 业 的 发 展 。”祁 少 鹏 告 诉
记者。

或许，有人会说，智能设备和剪辑软
件的普及不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

为纪录片人吗？祁少鹏觉得，这句话说
对了一半，因为纪录片是对真实的记录，
它不仅需要纪录片人具备专业技巧，还
要具备一定的个人修养和思想境界，要
观察生活、勤于思考，这实际上是一道很
高的门槛，不是每一个会用智能设备拍
摄、会用剪辑软件剪辑的人都能达到的
标准。

“更重要的是，纪录片的制作是个苦
行当，很多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祁少
鹏说。他给记者看了一段描述白唇鹿的
纪录片，记者很想知道能有多苦、也很好
奇这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大自然中的四
季轮回以及可爱的动物演员们，没有一
个是拍摄时可以随意操控的，我们只能
跟着它们的节奏走。一个白唇鹿出镜 5
秒钟的镜头，我们都可能是从 1 个星期
的拍摄素材里剪辑出来的。”他给出的答
案让人吃惊。

据祁少鹏说，当我们在为人才发愁
的时候，国外不少纪录片导演已经有了
更精细的分工，拍人文类的就不触碰自
然类的内容。同样，拍自然类的也绝不
跨界人文类的内容。其实，这又道出了
我国纪录片发展中的另一种困窘——缺
乏全产业链意识。

一直以来，我国纪录片行业都没有
太大的盈利意识，投资与营销等环节分
工不细。如今，数部“网红”作品的出现，
让一些本土纪录片品牌开始冒头，在过
硬的内容生产之外，如何打通前期宣传、
个性化服务、后期发行、对外输出甚至之
后的衍生品开发等众多环节，也成了他
们前进道路上必须打破的瓶颈。

在谨慎派看来，上述一系列困窘的
存在正说明我国纪录片市场还未到夏天
的火热。“站在市场的角度，还没找到明
晰商业模式的我国纪录片还是个羸弱的
孩子，眼下并不适宜被直接推到市场上
去拼搏。所以，还希望国家相关部门、民
间机构、媒体能携手扶持其长大。”给出
这番建议的刘典，与祁少鹏一样，觉得我
国纪录片需要慢慢长大。

我国纪录片去年总产值超过52亿元——

纪录片也可以成“网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纪录片的商业模式尚待探索
刘 典

从 2016 年开始，随着中国人对电影

的疯狂消费，纪录片也借势迎来一波热

潮：在电视频道上通过高达几千万元推广

费用大获全胜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电

视纪录片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随后院线电

影版《舌尖上的新年》票房成绩则定格于

191万元。在这之前和之后试图走进院线

创造票房奇迹的纪录片都无一例外折戟

沉沙，这其中也包括在全球票房热卖的超

级纪录片《帝企鹅日记》，其在中国内地票

房止步于 960 万元。全年只有一部迪斯

尼投拍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在中

国内地达到2900万元的票房成绩。

从电视到电影，《舌尖》系列纪录片

经历了冰火两重天。这也正好揭示了中

国纪录片在真正商业环境中举步维艰的

真实情况。事实上，纪录片在电视频道

节目交易中价格极其低廉，绝大部分纪

录片的成交价格每分钟内容很难突破

200元大关。

到目前为止，中国主流纪录片生存

不易的根本原因，实际还是源于不计成

本的投入，成熟的商业模式似乎遥遥无

期。从国际大环境看，纪录片的商业市

场也远不及故事片市场的规模，其中真

正的市场则集中于欧洲和北美。

中国纪录片，未来需要面对一些很

重要的问题。其市场化需要以较高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受众基础，同时政府

的长期支持也十分重要。目前，中国纪

录片的投资主体仍集中于各个电视台的

电视制作部门，他们将所有节点置于其

机构内部来消化、盈利和投资，这反而使

得那些同类民营公司发展得不够充分。

这些民营企业往往缺少版权，利润空间

薄弱，市场交易几乎呈现单边状态，即使

有资本介入，最后也仅仅依靠广告回收，

预留的盈利空间不够。

由于纪录片人才的培养机制不够完

善，中国纪录片制作人目前较为缺乏深

厚的人文精神底蕴和客观理性的媒体价

值观。无论是人文修养、视觉语言的系

统化、科学精神还是对于人类和环境完

整的独立性思考，中国纪录片创作者都

亟待提升。很多纪录片创作者在成片的

观点和主题方面，陷入片面追求视觉效

果和精美解说词的技术流中。《大国崛

起》和《舌尖上的中国》这两部在中国颇

具影响力的纪录片，在创作手法方面尽

管站在不同视角中，却同样无法摆脱独

立理性思考和媒体价值观缺失的短板。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需要认真地想

想多年以前学者陈寅恪留下的治学箴

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来，纪

录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无论是

创作者还是观众，都已然行在途中。

小陈是携程签约
摄影师。过去几年，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
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每一次，他都
通过短租平台选择住
到当地人家里。与小
陈一样，如今有越来
越多的中国人出境旅
游时喜欢住在当地人
家里。同样，也有更
多的海外游客来中国
旅游愿意住在中国人
家里。

爱彼迎 （Airb-
nb） 发 布 数 据 显
示，过去一年，有超
过 42 万人次的中国
游客入住所有“一带
一路”国家的爱彼迎
房源，包括踏足非传
统旅游目的地的中东
国家，为当地房东带
来约 3000 万美元的
直接收入。同时，有
近 34 万来自“一带
一路”国家的爱彼迎
用 户 入 住 了 中 国
房源。

面对面的交流

在多次旅行经历
中 ， 最 让 小 陈 难 忘
的，是他独自在以色
列耶路撒冷旅行时住
进 的 犹 太 陶 艺 家
Daniela家中。

小陈记得，住下
的第二天早晨，房东
主动约他去附近的马
哈尼耶胡达市场逛一
逛，“那里各类商铺纵横分列，售卖的商品以食物
为主。到了晚上，商户关门后便成了酒吧街。人们
在市场里随意游逛，挑些果蔬食材，逛累了就喝上
杯咖啡或茶”。

Daniela 家距离耶路撒冷最繁华大街只有几步
之遥，房子外边的小路上开满鲜花，街角的咖啡店
每天都坐满享受日光的居民，并能欣赏到精致的地
中海城市风貌。“这一切，都与想象中那个有些动
荡的城市不太一样。我也向 Daniela 介绍了很多中
国的美食、生活。”小陈说，用开放的心态去了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能放下成见，看到彼此眼中
的世界。

与住酒店不同，旅游短租的房间大多是由个人
房东提供，很多房东和房客住在一起，这就给了房
东和房客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来自英国的 William 是一名喜爱中国文化的
旅游爱好者，他已多次来中国旅游。“在中国也
有类似于爱彼迎这样的网站，发展势头很好。”
William 通过短租平台途家预订过几次民宿，感
觉相当不错，“民宿是我来中国住宿的首选，因
为只有住在民宿中，才能真正感受中国的风貌、
文化”。

“居住在个人房东分享的房源，有更多的机会
深入当地社区，挖掘潜在的旅游资源，为非传统热
门旅游地区带来新的消费。”爱彼迎中国副总裁、
公共政策负责人安丽透露，根据爱彼迎的调查，超
过九成受访房客表示，他们会根据房东的推荐去逛
当地的商店、市场，吃本地馆子，近八成受访者则
表示有兴趣到某个特定街区深度游。以捷克布拉格
为例，2016 年爱彼迎为当地创造了高达 20 亿美元
的经济价值。

感受城市百姓生活

传统的跟团游以大城市、热门景点为主，但由
于个人住房分散在全国各地，房客也就有机会跳出
景区和城市，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毛细血管，在三四
线城市乃至乡村，感受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过去的一年，很多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喜欢去
一些不知名、不那么熟悉的小城市和乡村。据统
计，菲律宾的 150 多个城市、泰国的近百个城
市、俄罗斯 70 多个城市爱彼迎房源都有中国游客
入住的身影，其中的很多城市在传统旅游线路中
很少安排。

同样，那些对中国好奇的游客，也不仅仅喜欢
北京、上海和广州，很多游客也喜欢踏足三四线城
市的房东家庭。比如新加坡的爱彼迎房客，他们的
足迹遍及中国近 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个城市。

中国是“一带一路”国家入境游最重要的客源
地之一，目前处于年均两位数增长的阶段。据国家
旅游局预测，“十三五”期间，将有 1.5 亿人次的
中国游客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 2000
亿美元的旅游消费。

来自途家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
仅泰国民宿的订单相比去年同期，实现了超过
150%的订单间夜增长，新加坡订单间夜增长则超
过 350%。另一家短租企业小猪短租数据表明，从
今年 4 月 25 日至今，日本、泰国订单相比年初有
明显增长。

短租房东就像星星点点的灯火一样，分散在
“一带一路”国家的每个角落，等待着有心的短租
客上门。如果能把更多的海外游客请进中国普通老
百姓家里，让他们在维吾尔族老乡家里尝一尝拉条
子，听苏州老人讲一讲评弹的故事，或者让中国游
客在布拉格的时装设计师家里喝一杯咖啡，跟着清
迈稻田边的房东骑一程摩托，欢笑、冒险、感动和
不多的住宿费，能够让原本陌生的人、陌生的国家
变得鲜活，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活的百姓又
多了一座连心桥。

短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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