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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大片的曙光
制作本土英雄电影并拥有数字技术的电影制作人正在颠覆
好莱坞的全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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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本土英雄电影并拥有数字技术的电影制作人
正在颠覆好莱坞的全球优势。

2004 年秋天，中国长沙的“金鹰电视艺术节”邀请我去做演讲，聊一聊为詹姆

斯·
邦德系列电影和电子游戏做编剧的经历。有些事就是这么奇妙，虽然那时我从来
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和节日，但我还是决定去。但长沙的城市规模、财富以及金鹰节
的重要性，都让我深感意外（中国北京和上海之外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位于北
京以南1500多公里的长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人口数量近似于休斯顿，在
街上常見到高端的欧洲豪华轿车，年代久远的工厂改建为别致的小餐馆，里面穿梭

着身穿黑色阿玛尼T恤的服务员，手里端着1 00美元一碗的鱼翅汤。金鹰节是来自全
中国的媒体人和内容创作者一年一度的盛会，在一个超现代化的广播电视大楼里举
行，周围环绕着公寓楼和游乐场，让我感觉就像在洛杉矶的家里。会议的主讲嘉宾

插画：Christian Northeast

是维亚康姆集团（V iacom）的主席萨姆纳·
雷德斯通（Sumner Re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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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费 尔斯坦（ Bruce
Feirstein）是一名记者兼电
影制作人，以编写和合作编
写 詹 姆斯 ·邦 德系 列 电影
《黄金眼》、《明日帝国》
以及《黑日危机》而闻名。
他最新参与的中国电影《唐
人街1871》将于2019年在中
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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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我参加了金鹰奖的颁奖典
礼。这个奖项类似于美国的“人民选择奖”，获奖
者是由观众票选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
的电视观众有3.04 亿人。虽然我没听懂典礼的表
演，但我看着舞台上激光四射、烟花缭绕的音乐表
演，自以为看到了西方对中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并
为此震惊不已。我看到了中国版的布鲁斯·
斯普林斯
汀，一个身着施工靴和皮革背心的工人；中国版的
汤姆·
琼斯，一个上了年纪的潇洒公子，衬衫的扣子
解开到腰部；中国版的辣妹组合；中国 版的男孩乐
队以及中国版阿拉尼斯·
莫里塞特，唱着心碎和复
仇。
直到五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的解读是错误
的。但那天晚上，考虑到我们的文化有那么多共同
点，我决定第二天以一个笑话作为演讲的开场。
“感谢各位温暖的问候，我受宠若惊。”面对
着整整一个宴会厅的电影制作人和媒体人 ，我说
道。“长沙真的很美，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带着007
回到这里，炸掉半座城。当然，这是对长沙的赞
美。”听众席起初一片死寂，翻译解释完，听众席
响起一片笑声。显然，大家都是朋友，都是媒体同
行，而且都能够理解我的黑色幽默。
之后，我展示了一段视频，是我写的007 游戏
的开场动画。视频里满是与007 电影开头相同的史
诗级特技和精彩动作片段。我解释说，当前，电子
游戏的行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电影行业，并且，计算
机图形技术和动作捕捉技术的最新成果 ，使得在游
戏中创造出逼真的角色和引人入胜的故事首次成为
可能。

“写游戏与写电视剧和写电影没有区别。”我
说，“对于这个宴会厅里的所有人而言，无论是60
分钟的电视节目、两个小时的电影还是1 1 小时的游
戏剧情，挑战都是一样的——就是如何创造出引人
注目的角色、讲述精彩的故事。我们都希望观众被
吸引，不会觉得看我们的故事是在浪费时间和金
钱。”
出人意料，在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没有人问我
电子游戏的事情。相反，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
主题上：“我们如何制作出007 电影？”“我们如
何制作出大型国际动作片？”“我们如何制作出可
以 在 全 世 界热 播 、 且在 国 际影 坛 有 竞争 力 的 电
影？”

可能是因为天色已经不早，或者是感受到观众
的热情，我放松了警惕，信口胡说起来，给观众一
个带着玩笑意味的回答。
“不可能，”我说，“你们做不出来的。好莱
坞知道怎么制作大片。为了制作大片，平均每分钟
能烧掉200万美金。即便如此，其中一半还是会拍
成烂片。大片不像冰箱、空调或者是DV D播放器之
类的东西，没办法做得更快更省钱。除非你们也愿
意花大价钱，否则无法涉足该领域。”
宴会厅里出现了一阵让人不安的沉默。
“但是，”我继续道，“其实世界上只有少数
几个国家可以 维持本土 电影产业的 发展 ——意思
是，在不依赖政府补贴和国外票房的情况下，还能
有足够的本土观众可以为影片贡献利润：此类国家
包括印度、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中国。”

我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之
间的联系，也不了解两者之间是如何互相进
化的。

可以预见，第二天网上便炸了锅，纷纷转载
“詹姆斯·
邦德编剧说中国拍不出国际大片”，将我
的话全部曲解。但是两周后，一位在北京从事风险
投资的朋友打来电话，提出合伙：“我们一起给中
国本土观众做电影吧。”他说，“我提供资金，你
提供好莱坞叙事。”我只用了两秒就答应了。我办
了签证，而后我们又邀请了一位年轻的、曾经在亚
洲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 ）工作过的中国销售主
管加入团队，然后就正式运营起来。我开始往返于
洛杉矶和北京，与中国的电影制作人见面、读剧
本、参加电影招标会，寻找可以制作的电影。
长沙的金鹰节之旅成了我漫漫征途的开始。接
下来的几年里，我的工作重心都在于帮助年轻的中
国电影制作人做出更好的电影——不是为了在国际
上竞争，而是为了更重要、更有意义的目的：培养
本土观众。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对中国电影产业
做出过许多错误的揣测，更是对当初那场音乐表演
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读。内心深处，我并没有完全
认识到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之间的联系 ，也不了解
两者之间是如何互相进化的。如今，我的理解已经
更加深入。但在当今的好莱坞高管之间、以及在美
国的娱乐产业和商业领域仍很常见我早些年的误
解。这些人可能是时候进行一些灵魂探索了，不仅
是娱乐从业者，更是任何全球企业的领导者。

从好莱坞到横店
100多年来，好莱坞一直主宰着国际市场。迄
今为止，还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制作出这种巨额投资
的、被称为“主力大片”（tentpoles）的宽银幕电
影：“主力大片”指的是具有好莱坞制作水准的影
片，此类影片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产生的收益足
以支撑所有的项目花费。而现在，好莱坞对此类电
影的垄断可能即将消失。技术的颠覆使得全球的电
影制作人都能不分国界地使用好莱坞的制片工具。
与此同时，所有的文化都在追求本土化，这种趋势
愈演愈烈。观众并不想看世界电影；他们更希望看
到叙事和制作均媲美好莱坞电影的本土电影。

这是一种新型的挑战，不同于传统思维下的商
业模式。短期内，中国电影制作人可能不会去争夺
美国或欧洲的观众。但他们正将世界级的制作水准
带回国内，与所有外来者展开激烈竞争。
任何试图在国外开展业务的人都可以证明，凡
事总要遵循一个学习曲线。总会出现你不知道、没
有预料到或未能完全理解的事情 。例如，2004 年
我在长沙做演讲时，就知道中国有一些电影制作
人，每年都会制作出一些世界上最具想象力、最具
视觉创新效果和丰富情感的电影。但直到我开始在
北京工作，我才意识到中国每年都在制作数百部电
视节目和电影。其中，据中国博主在《外交政策》
杂志中的描述，许多电影因荒谬的情节、浮夸的演
技和五毛特效被形容为“雷人”的电影。因此在部
分老套的、高预算的好莱坞电影如《蜘蛛侠》、
《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加勒比海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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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问问各位，”我接着说，“为什
么你们不会在上海拍摄《不眠夜》？或者不在北京
拍摄《四个婚礼一个葬礼》？或者不在杭州拍摄
《致命武器》？如果我是你们，我会先设法拓展国
内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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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奇妙夜》面前，票房相形见绌。（虽然中
国电影院线设置了进口片配额，以保护和鼓励本土
电影制作，但2007 年占中国票房收入最高的10 部
电影中，有5部美国电影，且排名第一的是《变形
金刚》。同时，进口电影的年配额从最初的20部上
升到了201 2年的3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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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我还发现，全国各地都有电影学院
和一流的电影制片厂。事实上，被称为世界最大影
视基地的横店影视城，在上海附近占地整整一座城
市。横店于1 996年开业，已建成的场景包括亚洲传
统街道、欧洲城市、未来主义的太空旅行，以及北
京紫禁城的全尺寸复制场景。这些外景场地和华纳
兄弟公司、派拉蒙公司或福克斯公司的大同小异，
只是规模上更加庞大。

我们这个初出茅庐的制作公司，需要面对很多
初创企业都要面对的典型初期问题。例如，周一签
署了中国国内电影战略，周三就会有人问：“我们
为什么不找汤 姆·
克鲁斯和史 蒂文·
斯皮尔 伯格合
作，拍摄一部国际电影？”其他问题似乎更多地源
于文化差异。有时候，仿佛任何已经签好的合同都
可以通过援引“情况有变”这句话来重新谈判。对
我而言，就连谈判的模式和思维都是陌生的。在美
国，你可以根据剧组工作人员上一次的片酬“报
价”来进行谈判，比如35万美元的导演报酬。在中
国，我的同事们经常会以对方“报价”的10%（约
合3.5万美元）来讨价还价。这样做有时候能达成
协议，有时候不行。但如果有人敢在好莱坞尝试这
种谈判策略——除非他 有整整一 柜子的奥 斯卡奖
杯——没人会把这个人当回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制作了第一部电
影。《胡同里的阳光》是一部耗资300万美元的国
产喜剧片，故事背景是今天的北京。片子讲述了一
个年轻的建筑师在妻子出差期间丢了工作，不得不
在寻找新工作的同时照顾7 岁的儿子，在这个过程
中，他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更好的父亲和更好的丈
夫。
这部电影的表现还不错；故事似乎引起了观众
的共鸣。但对我来说，反倒是银幕之外的一件事更

加记忆犹新。影片的导演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
普通话。然而，当我们在一起调整剧本、编排场景
和剪辑成片时，我们发现彼此拥有共同的电影和叙
事语言。最终，我们熟悉到仅靠手势就可以交流。
（你可以想象我们怎么用手势来表达“把片段的开
头剪掉一点”。）这种默契超越了我们文化和教育
的差异。以至于，当扮演建筑师的男明星拒演和女
管家调情的一幕戏——并声称“我这个地位的男人
绝不会对一个女佣感兴趣”时——我们都知道如何
应对。

“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撒了个谎，“建筑
师可能对女佣不感兴趣。但是你知道那个女管家在
现实生活中是谁吗？”
他摇了摇头。
“她是你在中国的每一位粉丝，”我们继续说
道，“这和阶级无关，是一种希望。”

演员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向我
们眨了下眼睛，快步走回片场，非常投入地完成了
这场戏。我和导演相视耸了耸肩。我们不需要为彼
此翻译自己的想法：无论身在哪个国家 ，演员就是
演员。他们的自我不受地理界限的束缚。
抛却宿命论
之后的十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工作——
其中两年住在新加坡——看着中国电影产业如同动
作片里慢镜头播放的爆炸场景一样不断地扩张 。随
着中国荧幕的数量从2007 年的 3500个增加到2017
年的50000个，总票房从4.55亿美元增长到85亿美
元，似乎每一天都有新的电影院或者新的制作公司
宣布成立。随着中国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最
大的电影市场，这些数字越发耀眼。但是我也见证
了一种不同的增长，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票房增长：
那就是中国年轻电影制作人叙事能力的增长。
从2005 到2010年的早些年间，我们读的大部
分剧本，以及从年轻的电影制作人那里听到的故事
都是关于宿命的。主角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宿命，没
有自由意志，毫无做主的权力。

我也见证了一种不同的增长，其重要程度不
亚于票房增长：那就是中国年轻电影制作人
叙事能力的增长。

这和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模式背道而驰。好莱坞
电影往往建立在“英雄之旅”的基础上。这种模式
起源于 约瑟 夫·
坎 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著作
《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书中的古代神话和英雄原型在今天依然可以引起人
们的共鸣。归根结底，英雄在宿命的深渊面前，必
须发掘自己更深层次的品质，迫使自己成长、改变
并最终战胜逆境（见《洛奇》系列电影）。这样的
故事，能让观众获得新的精神支柱和追求，带着乐
观和充满希望的心态离开影院。这几乎是好莱坞所
有 成 功 电 影的 主 旋 律， 从 《绿 野 仙 踪》 到 《 黑
豹》，更典型的例子如《星球大战》中卢克·
天行者
关上自动驾驶，找到他体内的原力并且摧毁死星。

我在洛杉矶时，曾常和编剧朋友们讨论此类故
事主题上的差异。我会和他们解释，在中国和美国
文化中，比方说有一部电影，讲述了受到威胁的国
王安排公主嫁给邪恶的军阀以维护国家的安定 。在
两种文化中，公主都和年轻的卫士（国王派去护送
公主的卫兵）在途中坠入爱河。不同的是，好莱坞
版本中，卫士会揭穿军阀的阴谋、迎娶公主而后继
承王位。而在中国版本中，卫士则会将公主交给军
阀——这一幕通常发生在暴风雪中，失去自己爱人
的卫士眼含泪水，接受了自己的宿命。最让人头疼
的一个故事，是我2008 年左右从一个年轻的中国
电影制片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北京警察
搬到一个小镇上，小镇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谋杀
案；警察认为凶手一定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经过25

年的潜心调查后——在调查过程中警察丢了工作、
死了妻子——他终于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凶手
的确住在附近。但凶手在当年谋杀案发生的10分钟
后，就在回家途中因车祸丧命了。
2010年后我们逐渐注意到，从年轻的电影制作
人那里听到的故事开始不同于在中国荧屏上看到的
电影。关于宿命的故事在减少，掌控自己命运的故
事在增加。例如自由约会的年轻女性；战胜艰难险
阻的运动员；计算机极客俘获了心爱女孩的芳心。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一方面，可以肯
定的是，观众对已上映和制作中的电影做出的反
馈，影响了年轻的中国电影制作人。另一方面，我
也感受到了该转变背后所反映出的整个社会的改
变：基数巨大的、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
中国现在有超过100家规模大于1 0亿美元的创业公
司。马云——来自杭州的一名普通工程院校英语老
师——创立了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成为了一
名民族英雄。
无论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电影制作人现在正在
使用好莱坞制作工具中核心的叙事方式 。《华尔街
日报》2013年10月报道，“中国本土的电影制作人
进步明显，电影的质量日益提升。”中国电影开始
在日益增长的票房市场中占据更高的份额，与此同
时，美国的份额却下降了9%。尽管如此，我相信
好莱坞的国际大片仍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我听
到座无虚席的观众随着《变形金刚3：黑月降临》
的剧情呐喊和欢呼。

特写｜科技与创新

通常，故事的结局都是主角接受或者迷失在自己的
生活中，而非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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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找到[邦德原型]的不同版本，包括日
本的幕府将军、中国的武林侠客、非洲的马
赛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邦德只是现代版，
具有更高的制作水准而已。

文化帝国主义陷阱

特写｜科技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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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的前十年里，我们制作了几部电影，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最骄傲的一部片子是《红
河》，讲的是美越战争的余波中，在越南和中国边
境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
往返北京的夜间航班上，我依旧是好莱坞的编
剧，也依旧热爱着美国的电影工作。但是，美国电
影产业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慢慢让我不舒服起来 。好
莱坞想要——准确地说是需要——中国的票房，好
让自己那些高预算的主力大片赚钱 。一部耗资2亿
美元的电影在美国或许可以收回成本，但真正的利
润来自于海外市场，而中国即将成为最大的海外市
场。尽管如此，逐渐出现在北京的美国电影业的媒
体人们看上去对好莱坞的统治地位充满自信，同时
却对他们决心要抓住的中国市场一无所知。
好像每个月，都会有一位好莱坞高管来到中美
电影节上大放厥词，重复我十年前“我们知道如何
制作大片”的论调。我每次听到都会心头一紧、倍
感尴尬，不仅仅是为我十年前的浮躁，更是因为我
看到中国同事的窃笑和白眼。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嘲
讽道：“这些人什么毛病？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们还
停留在皮影戏时代？”
同样，好像每个月，都会有另一位好莱坞高
管，宣布一项针对中国票房十拿九稳的计划，说要
找一个他们坚信“在中国很火”的美国男星，然后
找一个中国女星演他的恋人。我很好奇：他们是不
是从来不考虑，如果一个意大利电影制片人提出类
似的计划，到美国来做这样一部热播电影会有何下

场？他们在途径北京和上海的机场时，是不是都把
眼睛蒙上了，一块广告牌都没看到、也压根没发现
那些由美国明星代言的国际品牌，在中国的代言全
部都是中国明星？有没有人想过要把自己的想法传
达给中国电影观众，正正经经考察一下其可行性？
再者，好像每个月都有高管出现，试图呼吁提
升外国电影在中国的配额，声称中国“所有人”都
在网飞（Netflix ）上看《纸牌屋》，以及小型美国
独立电 影——此 前称 作艺 术电 影——在 中国 拥有
“巨大的”市场。同样，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法国
的艺术电影在美国难以吸引观众，为什么美国的艺
术电影会忽然间成为中国观众的香饽饽 ？所谓的
“中国所有人”都看《纸牌屋》，更准确的说法，
是 不 是 应 该是 昨 晚 与该 高 管共 进 晚 餐的 “ 所 有
人”？

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一
个电影制片人——他从没有去过夏威夷以西任何地
方——信誓旦旦地给我上了一堂课，告诉我为什么
中国政府不提高外国电影的配额：“因为他们害
怕。恐惧。害怕美国电影的传播。他们知道一旦中
国人看到了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会推翻自己
的政府。”我不确定他看没看到我翻的白眼，但是
几个小时后，我在Sky pe上和一个非常尖锐的中国
同事分享该观点后，他捧腹大笑。“其实我们不放
你们电影是为了你们好。”他开玩笑，“否则我们
的观众只会觉得你们更加颓废堕落。”
我的中国电影朋友给这种态度起了个简称。他
们管这叫“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
一样，它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并不是个好兆头。

典型英雄人物
201 6年，我自己也被指责宣扬文化帝国主义。
事情不是发生在中国，也无关乎任何一部我参与的
中国电影。相反，是发生在洛杉矶的一所电影学院
里。一名学生说我写的007 系列电影犯了“宣扬殖
民主义”的错误，而且他无法理解“美国或英国以
外的人怎么会觉得这些电影很有趣”。这不是我第
一次听到这种指责。但我当时的回答第一次让我意
识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偏见。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某些事灵光一闪，我在脑海中把以前从未连接过的
点串联起来：没有人拥有英雄的旅程，也没有人完
全了解这些原型人物。但我们都接受它们，并改变
它们来反映我们自己的文化。我回想起长沙的那个
颁奖典礼，当时我把其中一名表演者归类为中国的
斯普林斯汀，然后我意识到我错了。斯普林斯汀的
影响可以追溯到鲍勃·
迪伦、皮特·
西格、约翰·
斯坦
贝克、沃尔特·
惠特曼，最终可以追溯到荷马。那男
孩乐队呢？他们的演出可以追溯到维也纳童声合唱
团和1 6世纪意大利的阉伶歌手。而辣妹组合，她们
将古希腊塞壬搬上舞台，在埃及、巴比伦和朱迪亚
也有过同类演出。即使是无穷无尽的超级英雄电
影——其中一个有“个人问题”的超级英雄通过摧
毁一座美国城市来解决他内心的冲突 ——你也会发
现他们的英雄角色塑造起源于埃及、希腊、印度、
挪威和中国神话。仅一个中国人喜爱的美猴王就能
做出7 2种不同的变形。现在和那时真正唯一的区别
是，宙斯不是在破坏城市公交车，也不是在破坏现
代的市政基础设施，而只是在发射闪电。

几十年来，好莱坞一直统治着娱乐界，因为它
可以制作出比任何制作公司都更宏大、更高水准、
影响更深远的典型电影。但借用漫威的经典桥段，
这种统治现在受到了硅谷诸神的挑战。
新本土大片
20 世纪7 0年代间在孟买长大的传奇计算机图
形芯片设计师Raja Koduri，对电影十分着迷。你可
能不了解他在苹果、A MD或者英特尔（目前担任
高级副总裁兼核心视觉计算小组首席架构师）的工
作，但你一定对他的处理器所做的图像深感敬畏，
例如你口袋里的苹果手机，或是本地Imax 影院中的
视觉特效。
2010 年，Koduri与人一起在海得拉巴建立了
Makuta V FX，一个视觉效果和动画工作室。2015
年，Makuta为电影《巴霍巴利王》制作了特效，
电影是关于一个不情不愿的战士团结起同胞抵抗邪
恶的 神话 故事 。 该电 影的 制 作仅 花费2500 万美
元，由国内的演员和团队拍摄，结合了好莱坞最新
的特效（电脑绘制的宫殿和史诗战斗场面）和印度
电影的标志（音乐场面、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印
度武术），与1 .5亿美元的好莱坞大制作几乎没有差
别。该片成为印度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充分反
映出印度观众对其的喜爱。
往东两千英里，中国的电影制作人也在将本土
故事和好莱坞最新的大片视觉效果技术进行结合。
《战狼II》，一部类似于《虎胆龙威》的动作片，
将情景设定在非洲，讲述了一个被开除军籍的特种
部队队员，通过拯救一群被类似于黑水的雇佣兵绑
架的国际援助人员来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如果该
电影由好莱坞制作，可能会由布鲁斯·
威利斯或连
姆·
尼森主演，在7 月4日的周末放映。布鲁斯·
威利
斯的版本在中国票房的表现可能也会不错 。但是
2017 年上映的《战狼II》——全中国制作、中国明
星吴京主演、3100万美元制作费用的电影——在中
国大陆票房表现为8.31 亿美元，成为中国历史上票
房第一的电影。

特写｜科技与创新

“邦德电影是一种奇观，”我向全班同学解释
说。“女人、枪、小玩意和不可能的特技，这是吸
引观众的一部分。但让它在全球引起共鸣的是，在
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原型人物，其故事存在于世
界上每种文化的神话中。皇帝、国王、总统或者部
落首领——派出一名孤军奋战的战士，把人民从某
种毁灭性行为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它的普遍性。你
可以找到它的不同版本，包括日本的幕府将军、中
国的武林侠客、非洲的马赛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
邦德只是现代版，具有更高的制作水准而已。”

至于我是否有下意识的偏见，留给其他人来评
判。就好莱坞高管的态度而言，古希腊人对此也有
一个词：傲慢（hu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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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II》并不是一个特例。哪怕制作规模小
得多，如我2017 年制作的历史片《唐人街1 871 》，
耗资仅500 万美元，同样 使用 了CGI 特效来 重建
187 1 年的洛杉矶、横跨大陆的火车和铁轨。但最
近，中国观众对《流浪地球》——一部关于中国宇
航员拯救地球的科幻片——展现出了空前的热情。
这部电影无论是从视觉、听觉还是表现力上都很像
《地心引力》、《登月第一人》、《阿波罗1 3号》
等好莱坞太空片。自201 9年2月上映以来，《流浪
地球》已经收获了近7 亿美元票房。

特写｜科技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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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卖的是什么故事，这种流行的偏好总是会在本土
化的产品中找到。
在漫长的文明史上，人们总是在夜晚聚集在一
起，在篝火的照耀下，分享着关于爱、失去、战争
和救赎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天生喜欢通过
我们自己的文化来讲述这些故事。现在唯一的不同
是我们被LED屏幕的光芒所照亮。无论你现在是在
人工智能、机器人、手机、宽银幕娱乐还是社交网
络上称霸全球，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没有人能保
证自己会拥有好莱坞式的结局。

简而言之，中国和印度正在制作自己的本土大
片。这意味着好莱坞不再掌握美国电影业的命脉。
这并不是说，好莱坞大片不会继续在中国或国际上
吸引大量观众。有些电影仍然会。（例如，《黑
豹》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在中国的票房超过
1 亿美元。除了艺术成就，它还可以被视为现代中
国自身的一个比喻，一个古老但正在崛起的国家，
拥有巨额的财富和强大的技术，试图在世界上找到
自己的位置。）但展望未来，这些好莱坞电影将与
本土电影展开竞争，争夺观众和收入。本土电影公
司将利用当地明星、文化审美以及神话英雄组成的
方阵来增强其竞争实力。
当每个人都能拍大型电影时，吹嘘“我们知道
怎么拍大型电影”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看到
了这对中国票房的影响：201 8年，美国在中国票房
的份额下降了24%。正如中国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
格维（Artisan Gateway ）的首席执行 官兰 斯·
波
（Rance Pow）在洛杉矶向一群电影制作人解释的
那样，尽管总体票房收入有所增长，“但大部分的
票房贡献都来自于中文电影。”这意味着中国人对
电影的品味以及卖座的电影，正变得越来越本土
化。甚至“网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亚洲和
欧洲开设了电影工作室，购买和制作高质量的本土
电影，以吸引本地观众。
正如我之前所说，其中的教训和警示不仅适用
于好莱坞，也适用于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任何人：
本土文化加上在全球范围内可获得的技术是开展国
际业务的重要均衡器。这使中国能够发展自己的电
子商务巨头、即时通讯应用和共享出行服务。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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