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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海報分析報告出爐中國電影海報分析報告出爐
劉青雲陳奕迅表情最激烈劉青雲陳奕迅表情最激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燈塔專業版與北斗星智庫在上海
電影節期間發布《中國電影海報數據分
析報告》，報告顯示，近3年的電影主
視覺海報中，劉昊然與岳雲鵬以累計4
次的「高興」表情並列成為海報中「最
高興」演員，劉青雲、陳奕迅、田雨則
成為海報中表情最激烈的演員，古天樂
則是近3年電影海報出鏡率最高的「真
勞模」。此外，與孩童對世界的探索與
好奇心理高度契合，動畫電影海報的
「驚訝」情緒遠高於其他題材。

另 外 數 據 顯
示，2018年至2020年，平均每
張電影海報上有3.6人。其中，
動作、喜劇片海報上的角色人數
較多，而驚悚片海報平均人數最
低，僅有1.5人。報告分析，喜
劇片海報人數多，但人像佔比面
積相對偏低，海報側重表現角色
的互動關係，烘托喜劇氛圍；驚
悚片人像佔比最高，角色的面部
元素露出為更重要的視覺呈現，以
塑造更為驚悚的觀感效果。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倪夢璟、
夏微上海報道）電
影《柳浪聞鶯》發
布會前日在滬舉行，
該影片講述了江南越
劇團中兩個女孩與命運
抗爭的故事，全劇以越劇
文化為最大的看點，
場景中也將大量展
現嵊州的景觀、古
戲台以及近 20分

鐘的越劇唱
段。這也
是演員鄭
雲龍首次
「觸電」
之作。

對於鄭雲龍的表演，導演戴瑋稱其確
實是一個好演員。她說，原先對鄭雲龍
的印象較為陌生，且認為他個子太高外
形太帥或者不符合角色特徵，不過，在
真正接觸鄭雲龍後便徹底改變了態度。
「我覺得他的眼神就是工欲善（宮
扇）。」戴瑋回憶。
鄭雲龍第一次談及讀劇本感受便直

言：「我從小就跟着媽媽在戲團裏面
跑，有那樣的氛圍，我也特別想演這樣
的戲，但是我仍很擔心做不好。」幸獲
戴瑋鼓勵及肯定，就這樣《柳浪聞鶯》
成為了鄭雲龍的首部大銀幕作品。
據透露，為了演好宮扇這個角色，鄭

雲龍為此減重20斤（約22磅），他很
敬業，他會自己找這個人物的特徵，而
且拍攝過程中，兩位女演員跟他的互動
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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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西片原則須尊重中國文化

甄子丹甄子丹

軟性宣傳軟性宣傳
冀用影片作冀用影片作

「我覺得不僅是香港，人有一種生存的力量，當我們遇到最糟糕的
一個遭遇的話，我們會想一些辦法去求生的。我們沒片拍，我

們怎麼生存，又沒有錢怎麼拍的，可是香港那個時候拍出好多經典作品，
都是從低成本的狀況拍出最經典的。」甄子丹回憶起早期的香港動作電影
市場感慨道，那時香港動作片分了不同班底，不同班底出身的不會隨便串
場，「有點像江湖的味道。」曾有一段時間，洪家班、成家班因有嘉禾的
支持，大製作，很賣座，「八爺（袁和平）是很困擾的，3年沒拍電影，
他3年沒拍電影我也3年沒拍。」面對這一境遇，性格直率的甄子丹在參
考了李小龍等人的動作電影後提出，「我們沒錢，那些是用錢堆出來的，
我們就打個人風格。」從那時起袁和平的動作電影風格有了微妙的變化。
而這一方法一直延伸到了甄子丹與吳京合作的《殺破狼》中，「我記得製
片問我需要什麼道具，我說什麼都不需要，我只需要跟吳京兩個人去打，
兩個人的風格，這個不是道具能做出來的。」

難忘與與李連杰泰臣對打
在甄子丹的從影生涯中，有不少高手對決時刻，但他卻坦言，「那麼多
人我合作過，其實有兩個讓我打起十二分精神的，第一個是李連杰，第二
個就是泰臣。」
甄子丹稱，拍《男兒當自強》時，徐克找他回來飾演大反派就是為李連
杰（飾演黃飛鴻）製造一個最強大的壓力，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全力以
赴，用最快的速度，「李連杰真的很快，確實是一個強大的對手。」
而拍《葉問3》時找到了泰臣，令甄子丹很是興奮，「泰臣是我的偶
像，我像一個小粉絲一樣，因為我小時候還沒有入行就看他的打拳。」可
與此同時，甄子丹告誡自己，泰臣不會拍戲，
因而打鬥時不會留手，「跟他

演 對 手
戲 的 時
候，我就
告 訴 自
己，這個必
須要很謹慎，
不要以為你是在
拍電影，你真的要當
自己是在拳壇裏面跟他對
打，生死之決，千萬不要有稍微一
點點的大意，你一點點大意別說KO了，會死人
的。」特別是袁和平在拍攝時會要求將武打動作
做滿，「我不能早閃，必須要等到他差不多到我
的頭再閃，這個多危險啊，幸好我把那個拳閃了，
當時我感覺到他的拳的風，就像一台大的貨車衝着
我來，我感覺到那種風。嘩，現在我的腦海還記
得！」

淚灑《怒火》上海發布會
如今，國際市場對甄子丹頗為認可，諸多大片邀約其出演，甄子丹直
言，如果沒有《葉問》，就沒有眾多的好機會、好導演、好項目找他，也
就沒有機會去自我提升。而談及加盟《疾速追殺4》時，他表示，「每次
我接那些西片，我覺得是給我一個機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演員的魅

力。」在接到邀約

後，他非常坦白且謹慎地向片方確認──角色和內容是否尊重
中國文化？「不尊重的話，一定不會接受的。片方回覆說他
們很喜歡中國文化，我在看過劇本後覺得各方面都不錯。我也
希望利用影片來『軟性宣傳』中國文化，消除刻板印象。」
另外，甄子丹與謝霆鋒前晚出席英皇電影《怒火》上海發布

會，兩人不約而同稱要藉《怒火》尋求突破及更上一層樓的最大決心，數
年沒接動作片的霆鋒直言手癢又腿癢，得悉跟偶像子丹合作就更興奮。惟
影合照時子丹和霆鋒看到台上留了一張空的導演椅，象徵去世的陳木勝
導演，二人即忍不住轉身抹眼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騰訊影業、新麗傳媒、閱文影視日前
在上海聯合發布了《1921》、《人世
間》、《心居》、《贅婿》第二季等70個影

視項目。這是繼去年三個影視主體宣布
結成「三駕馬車」後第二度同台。
新冠疫情放大了影視產業的不確定
性，如何在高度不確定性中尋找篤
定感，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影業
首席執行官程武坦言「還不敢說已

經有答案」，但「三
駕馬車」正在
積極尋找「解
題思路」。在
其看來，從現實

題材「富礦」裏找
「好故事」、系統開發優

質網文、打造中國特色的IP產業鏈
等三個方向，或是對抗不確定性的
三劑「良方」。
在騰訊新文創戰略的縱深推進
下，騰訊影業、新麗傳媒、閱文影
視於2020年10月，宣布結成影視
聯合生產體系，成為騰訊和閱文深
度布局影視產業、強化數字內容耦
合、提升 IP打造效率的「三駕馬
車」；並在《慶餘年》、《八佰》等
作品之後，繼續推出了《流金歲
月》、《贅婿》等一系列兼具市場熱

度和口碑的佳作。
論及疫情下的產業趨勢，程武重點談到了影視

產業的高度不確定性：「影視產業的特殊，在於
它既是創意的、工業的、商業的，也是文化的、
藝術的，更是社會的、生活的，這些豐富的屬性
和影響因素相疊加，讓影視作品的創作變得日益
複雜且難以預測。」如今，疫情放大了這種不確
定性，把這些挑戰進一步擺到了所有人面前。

推動創意源頭生態化
對如何提升影視業務的確定性，程武介紹了三

個方向的思考。第一個方向是從現實題材的「富
礦」裏找「好故事」，凝聚集體情感是最大確定
性。他從《八佰》、《你好，李煥英》、《流金
歲月》等爆款作品入手，指出源於現實的作品，
迸發出了強大的情感勢能與社會影響，成為中國
影視的新主流。現實題材作品也是「三駕馬車」
投入最大的類型，當天的發布會上，程武介紹了
由《1921》、《人世間》、《心居》組成的「時
代旋律」三部曲，「要講好現實題材故事很難，
但卻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必修課，未來我們將投入
更大力度，講好中國故事，塑造更多時代IP。」
他表示。
第二個方向是系統地開發好優質網文和動漫

IP，打造更多像《慶餘年》和《贅婿》一樣的IP
系列化精品，因為經過大量用戶情感和多重內容
形態驗證的故事，是對抗不確定性最寶貴的資
產。數據顯示，在2020年熱度最高的網劇中，網
文改編的比例已提升到60%，網文生態

正逐步成為中國影視產業的最大創
意「苗圃」。有基於此，騰訊影
業、新麗傳媒、閱文影視從《慶餘
年》、《贅婿》開始，就已經嘗試
按照系列化、季播的方式來做作品
開發，並通過專業協同提升效率，
「希望把平台上更多已經被驗證的
好故事，打造成用戶『追更』的影
視精品。」
第三個方向，是廣泛聯動行業夥伴，不斷推動

創意源頭的生態化和製作過程的工業化，打造中
國特色的IP產業鏈，在整個創作生態層面來提升
確定性。程武認為，創意雖然沒法工業化，但可
以生態化。只有充分立足閱文、騰訊動漫這樣的
創意生態平台，穩定持續地輸出好故事，源源不
斷地孵化好IP，同時不斷提升影視製作的工業化
能力，才能真正構建起一條有中國特色的IP產業
鏈。同時，程武宣布騰訊影業和貓眼將在「騰貓
聯盟」基礎上開展更深度合作，為優秀作品提供
「全文娛、全鏈路、全場景」的宣發支持。
事實上，騰訊和閱文正在推動的變化，遠不

局限於「三駕馬車」本身。在先期登
場的2021閱文年度發布會上，
正式啟動了「大閱文」戰
略升級，程武明確閱
文將基於騰訊新文

創生態，以網絡文學為基石，以IP開發為驅動
力，開放性地與全行業合作夥伴共建IP生態業
務矩陣。作為「大閱文」業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
分，「三駕馬車」將在IP塑造和價值放大上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程武也在演講中表示，將持續
推進業務深度整合，將「三駕馬車」打造成一支
充分聯動閱文集團、騰訊動漫，打通產業鏈條的
中堅力量，並以此為依託，聯動更多合作夥伴，
激活影視這個IP核心引擎，共同為IP產業鏈注
入更大動力。

戴瑋讚賞戴瑋讚賞
鄭雲龍眼神出色鄭雲龍眼神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 微 上 海 報 道 ） 昨 日 （14

日），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甄子丹

大師班環節，在一個半小時的對談分享

中，甄子丹不僅回顧了從業以來的種種經

歷，更是毫不吝嗇地分享了他對動作電影

的諸多看法與思考，特別是談及對香港

動作電影的反思時，他表示，個人

風格比用錢堆砌的特效更有

味道。

●●甄子丹當年與李連杰上演了一場精彩的對打甄子丹當年與李連杰上演了一場精彩的對打
戲戲。。

●●甄子丹坦言與泰臣交手甄子丹坦言與泰臣交手
要好小心要好小心。。

●●甄子丹分享多年來的感悟甄子丹分享多年來的感悟。。記者倪夢璟記者倪夢璟 攝攝

●子丹憶已
故導演陳木勝
感觸落淚。

●●甄子丹與謝霆鋒前晚出席甄子丹與謝霆鋒前晚出席《《怒火怒火》》
上海發布會上海發布會，，導演椅置於中間導演椅置於中間。。

●●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騰訊
影業首席執行官程武表示影業首席執行官程武表示
正在積極尋找正在積極尋找「「解題思解題思
路路」。」。

● 電 影
《1921》主創
等合影。

●●燈塔專業版與北斗星智庫在上燈塔專業版與北斗星智庫在上
海電影節期間發布分析報告海電影節期間發布分析報告。。

● 由 戴 瑋
（中）執導的《柳
浪聞鶯》入圍金爵獎
主競賽單元。

記者夏微 攝

●鄭雲龍為
演 《 柳 浪 聞
鶯》減重 22
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