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亚12月 5日电 （记
者徐晗溪）12月 5日上午，第二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网络电影峰
会论坛举行，来自网络视频平台
与电影行业的10余名专家以“网
络电影未来发行趋势”为主题，共
同展望网络电影的发展之路，探
讨“融屏时代”网络电影的新发行
新营销新盈利。

据了解，网络电影诞生于
2014年，过去网络电影只能被称为

“网大”。在今年10月举办首届中

国网络电影周上，中国电影家协会
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联合爱奇艺、
腾讯、优酷三大视频平台向全行业
发布联合倡议，以“网络电影”作为
统一称谓规范，为网络电影“正名”，
令整个影视行业备受鼓舞。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刘
仪伟认为，网络电影本身也是电
影，只是播的平台不一样，观众可
以选择去电影院观影，也可以通
过网络在任何恰当的时间和愿意
待在一起的人看电影。“网络电影

的题材很广泛，什么样的电影都
有。现在为网络电影提供素材的
公司越来越多，题材也越来越丰
富，甚至，一部好的网络电影的投
资并不比院线电影投资小，一样
可以评奖。”刘仪伟说。

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李捷特
地在发言中感谢了著名导演谢飞
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因为正是
谢飞的倡议，本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才有了今天的网络电影峰会
论坛，网络电影从业者们才有了

为数不多的在电影节上发声的机
会，并且非常正式地成为电影节
官方论坛的一部分，这无疑强化
了从业者的电影创作使命感。

与会嘉宾倡议，用健康积极、
向善向上的优质网络电影、网络
文艺作品占领网络文艺阵地，构
建风清气正的网络文艺环境和规
范有序的网络电影市场，把网络
电影打造成中国电影产业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助推中国电影产业
走向新高峰。

与会嘉宾探讨网络电影未来发行趋势

打通有形的“屏”传播无限的“影”

本报三亚12月 5日电 （记
者徐慧玲）作为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网络电影日活动之一，
网络电影数字营销论坛12月 5
日在三亚湾红树林会议中心举
行。论坛邀请了主流影业、发行
公司以及网络视频平台等相关
行业专家和从业者出席，分享了
他们对于网络电影宣发的理解

和思考。
近年来，抖音等各大短视频

平台成为网络电影宣传营销的新
阵地。无限自在传媒董事长朱玮
杰认为，短视频具有快、准等特
点，还能直接接触用户，一旦输出
优质内容，用户之间的交互传播
十分迅速，以点到面为内容传播
方带来海量关注。

有了新渠道、新方式，宣传
什么样的内容才能更加吸引观
众的眼球？新片场影业总裁牟
雪透露，从执行营销的结果来
看，观众除了对成片感兴趣，大
家对很多背后的故事也很感兴
趣。比如特效的制作、特效化妆
的解密等。

如何让营销撬动内容的传

播，让作品突破一个小的圈子，
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是许多
网络电影投资方和发行方正在
考虑的问题。“让内容和营销结
合，主动让观众做出二次传播，
就是‘破圈’的作品。”凭借网络
电影《降龙大师》大火的项氏兄
弟电影创始人、CEO项水柳认
为，弹幕具有社交属性，弹幕越

多，网络影片的热度就越高，曝
光的可能性就越大。

项水柳常常会关注电影的
负面弹幕和评论，“这些是影片
的问题所在，我们可以在下一部
作品中规避。”项水柳说，好的营
销方式仅仅是一个导火索，“为
观众呈现优质的影片内容才是
关键所在。”

主流影业及相关行业嘉宾探讨网络电影宣发

内容+营销助影片“破圈”

扫码看网络电影峰会论
坛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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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影院
网络电影

“娱乐IN视界”论坛

本报三亚12月 5日 （记者李艳玫）12月 5
日，“光明影院”无障碍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三亚
市红树林1+X影院举行。同时，“光明影院”公益
放映被列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固定单元。

据介绍，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光明影
院”无障碍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主题为“致敬新中
国成立70年”。当天，几十名视障观众走进影院
观看由“光明影院”项目团队制作的无障碍版《建
国大业》。此次放映，影片通过在电影对白和音响
的间隙插入声音讲述，描述画面信息及其背后的
情感和意义，来帮助视障人群更好地理解电影。

“光明影院”项目于2017年启动，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学院与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共同合作，在
电影对白和音响的间隙插入对画面信息及其情感
与意义的声音讲述，制作面向视障人群的无障碍
电影。

“借助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让视障群
体到电影院亲身享受电影带来的震撼体验，搭建一
条通往心灵的文化盲道，把电影‘说’给视障人士
看。”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光明影院”公
益放映列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固定单元，也是首
次在国内重要电影节为视障人群设置电影单元。

“头条系”分享
娱乐营销方法论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尤梦瑜）12月3
日，“头条系”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举
行“娱乐IN视界”娱乐行业论坛。论坛上，今日头
条、抖音等产品相关负责人分享了过往诸多爆款
IP（知识产权）、艺人合作的娱乐营销案例及方法
论，邀请业内专家聚焦娱乐行业生态发展。

头条系多款产品娱乐业务相关负责人分享了
各自产品的娱乐营销方法、计划及案例。与此同
时，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剪映、Faceu激萌、
轻颜等产品公布了在娱乐内容方面的布局、新的
互动形式及合作计划，覆盖了电影、电视剧、综艺、
明星等多个领域，共同赋能娱乐营销行业发展。

据介绍，拥有大量活跃用户的抖音已经成了
电影宣发的重要阵地。电影官方抖音号的播放量
和互动量、是否上榜抖音热点、在抖音电影榜中的
排名已成了电影宣传的重要考核维度。今年，抖
音电影内容累计播放量达到280亿，影片覆盖率
达到95%，和国内外诸多优秀电影片方保持了紧
密合作关系。而在产品能力升级和完善上，抖音
目前开发并上线了影视锚点页、搜索彩蛋、电影信
息页卡功能、购票小程序、定制化贴纸等功能。这
些功能让影片不仅可以精准触达受众、快速出圈，
还能引发搜索、引导购票，引导用户参与互动进行
口碑发酵。

在剧集营销方面，剧方在抖音围绕剧中主演
艺人进行整合宣发，结合剧情口碑和特点发酵趣
味话题，充分调动用户生成内容积极参与。

除了剧集之外，抖音在综艺合作方面，已经打
开跨屏融合新时代。通过跨屏互动、跨屏转化等
方式，为综艺项目定制玩法，形成长短共振。

除抖音外，据悉，今日头条一直以来也在不断
挖掘优质作者和优质内容，并通过普通用户创作
尽最大可能地挖掘优质内容。以电影为例，平均
每部影片的有奖征文活动能获得超过1000位创
作者和1000篇图文内容宣发助力，其中更有5篇
以上的阅读100万+文章和60篇以上的阅读10
万+文章。

抖音在现场发布了“抖音出品聚沙计划”，面
向大众及全行业招募微综艺、微剧、微纪录片、明
星个人IP内容、影视综衍生内容和其他创新类型
内容共六大类内容，与用户及合作伙伴共同孵化
潜力IP，深度挖掘IP价值，以更多原创优质内容，
为行业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现场还举行了“抖音融媒体联盟计划”的签约
仪式。抖音联合全国20余家省级卫视，为全面建
设台网合作生态、深耕跨屏媒体融合而贡献行业
力量。各卫视可以通过合作接入抖音开放平台，
打通媒体和抖音的发布系统和内容通道，建立内
容联动的高效解决方案。

著名导演、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顾问谢飞：

网络电影会成主流电影一部分
业内声音

“光明影院”公益放映被列为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固定单元

视障观众也能“看”电影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李艳玫）
近年来，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不断涌
现，走进影院与观众朋友见面。12月5日，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了《第一次
的离别》《气球》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在鹿城通过荧幕了解
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的民俗文化。

当天，《第一次的离别》《气球》等8
部展映影片主创人员来到放映现场，
与影迷近距离交流，大家畅谈拍摄
手法、拍摄故事、剧本创作等，现
场氛围热烈。“我是专程从新加
坡过来参加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的，感觉意犹未
尽。”影迷符诗专
说。

《气球》的故事发生在西藏，讲述的是
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卓嘎一家卷入了
一系列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当中，他
们原本宁静的日常生活被打破，面临着如
何在灵魂和现实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气球》的导演万玛才旦携主演索朗
旺姆、金巴等出席映后见面会。

“电影通过巧妙安排情节点和信息，
产生了如文学作品般丰富的含义。”影迷
李样样观影后说。

另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第一次的离别》展
映后同样

收获好评。“导演结合常见的剧情片里的叙
事方式和纪实片的拍摄手法来拍摄影片，抽
丝剥茧般地将小男主角艾萨和小女主角凯
里比努尔成长的故事娓娓道来。”该片制片
人曾子楠介绍，从电影题材上，这是一部展
现家庭亲情和纯真友情的电影，掺入
离别的感情元素更显得
真实感人。

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展映获称赞

始终关注新传媒手段

今年77岁的谢飞依然精神
矍铄，在国内外各个电影节上经
常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作为
中国电影界的“长青树”，他见证
了新中国电影70年来起起落落
的发展，从胶片电影到国有电
影、民营电影、数字电影，再到网
络电影，他始终参与其中，对后
辈影人给予帮助。

谢飞上世纪80年代拍出了
《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等优
秀作品；1989 年导演的《本命
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
奖。因作品深厚的理论功底、丰
富的文化内涵，谢飞被誉为中国
电影学院派的代表人物。

“我听说优酷独播影片《大
蛇》上线以来分账票房突破5000
万元。借助今天这个机会，我很
想听网络视频平台谈谈他们的

运作情况。”谢
飞对一些新的
通讯传媒手段
接受很快，早

在2014年，他就注册了豆瓣账
号，被网友称为“最大牌网络影
评人”。

“网络电影诞生于2014年，
尤其是2017年以来，网络电影
分账收入很高，动辄过千万元，
我很关注网络电影。”谢飞表示，
在胶片时代电影只能靠影院放
映，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了电
视，有了碟片，电影的播放形式
一直在变化，越来越多的观众并
不局限于去电影院观影，而是选
择通过网络用手机等移动端看
电影，利用各种碎片化时间看电
影，用户需求变了，自然也要根
据观众的变化提供新的内容。

网络电影也能出精品

“不管是网络电影，还是院
线电影，其本质都是用视听手段
讲故事。”谢飞坦言，网络电影与
院线电影并不存在下里巴人和
阳春白雪的区别，随着科技的发
展，网络电影未来一定会成为主
流电影的一部分，我们要尊重和

认可网络电影，不能因为这部电
影在网络销售就带着偏见认为
它很差。

在谢飞看来，诞生已有百余
年的电影从来不会被一成不变
的定义约束。随着每一次的技
术演进，人们都在争执中不断修
订“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内涵
及外延。数字摄影、视觉特效、
3D电影、高帧率摄影……每当人
们尝试了一项新的技术，都要接
受一次“这是不是电影”的拷
问。正是在这样的拷问中，电影
在艺术与技术的融合中，一步步
走向未来。

“现在咱们网络视频平台也
能为创作者提供超千万元的电影
制作经费，网络电影早已不是低
成本、打擦边球的代名词。”谢飞
提到，美国流媒体Netflix（奈飞）
出品的《玉子》和《迈耶罗维茨的
故事》两部影片曾闯进了2017年
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那也
不是典型的商业大片，完全是艺
术片，作为‘艺术品’进了戛纳。”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

视障人士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走进影院。

扫码看“光明影院”
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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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去年我就建议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举办网络电影评奖等活
动。今年，促成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将今天定为‘网络电影
日’。”12月5日，著名导演、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顾问谢飞亮相第
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网络电
影峰会论坛，为网络
电影“正名”。

影片展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