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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星空

纪录片《我的中国年》热播

六位外国朋友感受
不一样的中国年
本报综合消息 一段冰雪奇缘，
一
国人的视角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追
场风味之旅，一段功夫奇遇，一次奇幻
梦精神。
漂流……六位外国朋友深入中国各
网友
“一颗珠子”
看过该纪录片后
地，感受年的味道。2 月 7 日至 2 月 9
表示：
“整部片子都在传递奋斗、传承、
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
追梦的核心思想。我们通过特别的视
道制作的六集贺岁纪录片《我的中国
角感受和聆听发生在中国广袤大地上
年》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热播，
引发社
的动人故事，感受中国技艺的独特魅
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西客的奇幻漂
力，一起见证万千中国家庭的新年梦
流》
《谭雅的雪域芳华》
《妮卡的功夫奇
想。
”网友
“小小刀”
也表示：
“过年对于
遇》
《克秀莎的陕北新年》
《韩雪的寻味
中国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品味各
之旅》
《德米日的冰雪奇缘》组成了这
地美食，挑战新奇的新年风俗，
这样的
部纪录片的六个部分。
《我的中国年》 精彩奇遇很有意思。
”
古老滑雪技艺传承人玛力琴，希
通过中外双向视角，展现不同文化间
随着纪录片《我的中国年》的热
望能用坚守突破族群生存的困境；七
的碰撞与融合，打造了一张让外国人
播，很多网友表示通过这一纪录片，深
旬麒麟舞传承人侯学阳，终生只有复
爱上中国的
“年文化”
名片。
刻了解了中国辽阔大地的各种风土人
兴传统技艺这一个梦想；三十而立的
纪录片《我的中国年》团队介绍， 情，领略到连许多中国人都并不熟知
毛南族村民覃聪维，放弃大城市的打
他们邀请 6 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朋
的传统技艺，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软实
拼机会，只为了寻找即将逝去的儿时
友，去往 6 个的传统典型的中国家庭， 力，也反衬了中国的文化自信。网友
味道，也希望这属于家乡的味道能够
让他们探索多姿多彩的中国春节，带 “忘忧草”在微博留言说：
“让
‘老外’真
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通过纪录片
他们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年俗。节目
正融入中国年，通过体验千年春节习
不仅体现了喜庆祥和、辞旧迎新的春
俗展现中华文化之美，展现出中国年 《我的中国年》，中外嘉宾找到了理解
和包容，也相互明白了“中国年”的意
节文化主题，也用国际化的方式展示
俗的独特性和宝贵性，更有说服力和
义所在。克秀莎在看似不近人情的村
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更从外
传播价值。
”

广告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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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找到了浓浓的乡情，妮卡成为了中
国师父大家族的一员，韩雪也理解了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烟火人
生。
《我的中国年》通过纪实手法展现
了中外文化的碰撞融合，是跨文化传
播的一次挑战与试炼，也是对自我传
统文化的一次回望与审视。在辞旧迎
新之际，精准打造了独特的“年文化
IP”，诉说着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与
现代，坚守与流变。

电影
“春节档”盘点：

类型多样是趋势 质量
“硬核”是关键
本报综合消息 春节期间，除了阖家团聚走亲访友，看场春节档电影也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今年春节首日 8 部贺岁影片齐上映，
打造
“史上最强春节档”
。随
着受众观影习惯的不断养成，
新年假期看电影正成为人们共度春节的
“新年俗”
。

看电影逐渐成为
“春节计划”

电影场次及观影人数与口碑成正相关
大年初二，
27岁的苏一鸣与家人一
票房的现象再难出现了。
”
起到电影院观看贺岁影片《疯狂的外星
据阿里影业
“灯塔专业版”
数据显
人》“
，春节期间如果不去旅游，
就会考虑
示，由于口碑高评价好，影片《流浪地
在家附近看一场贺岁电影。
”
苏一鸣说， 球》的全国排片场次占比从年初一的
自己平时也会去淘票票、
猫眼等电影平
11.5%提升到年初五的 32.7%。面对
台查询电影评分来筛选想看的电影。
《流浪地球》的爆红，大多影院都及时
“春节期间大家走亲访友的机会
增加了排片。
多了，讨论看过的电影也会成为假期
一位电影院线工作人员表示，随
聊天的话题之一。
”艺恩数据合伙人高
着观影反馈的不断更新，春节档的电
文韬说，随着人们观影评价的习惯逐
影排片也会根据影片评价进行调整。
渐养成，观众们更容易也越来越快地 “在观影淡季，电影院的排片调整通常
知道一部片子是否好看。
“只要翻翻朋
一周一次，但今年很多影院在春节假
友圈或者影视平台就可以知道大家如
期间每半天就会根据市场反馈调整一
何评价一部片子，以往那种低评分高
次，以满足百姓的观影需求。
”

“不再为贺岁而贺岁” 春节档影片多样化趋势明显
2019 年春节期间上线的 8 部贺岁
电影主题类型可谓多种多样，其中涵
盖动作、爱情、科幻、喜剧、动画等，可
同时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欣赏口味
和观影需求。
“如今春节档的最大变化是，
越来越
多非
‘春节’
主题的电影也能在春节期间

遗失
声明

上映，
观众不再执着于电影是否够
‘热闹
’
，
只要内容好，
依然买账。
”
阿里影业的
灯塔平台高级数据产品专家武剑说。
在武剑看来，
能够在春节档中脱颖
而出的电影通常具备独特性或唯一性
的特征，
以满足观众越来越高的观影口
味和猎奇心理。
“以往的爆款如《画皮》

《唐人街探案》等，
都能为观众带来眼前
一亮的感觉，
所以很快占有市场。
”
“去年的《红海行动》及今年的《流
浪地球》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春节喜剧
类 电 影 ，但 上 映 后 市 场 反 响 都 非 常
好。”武剑说，
“ 这也给业界一个信号：
春节档也可以开拓新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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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即将上线的新电
影，
只要打开购票软件就能一目
了然，
如果我觉得还不错就会选
择提前购票，
当天直接来看就可
以。
”
资深影迷赵女士说，
她已经
通过
“预售”渠道购买了三张春
节档电影票，
不仅可以选到更好
的场次和座位，
有时候还能享受
更高的票价优惠。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不断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线上
购买电影票。据高文韬介绍，
今年春节档的电影预售从春节
前一个月左右就开始了。
“据统
计，今年大年初一的总预售票
房就超过 7 个亿，比 2018 年同
时期的预售票房增长了
7.4%。其中有三部电影的预
售都过 1 亿元，为其春节票房
竞争打下基础。
”
对于院线来说，预售数据
也是如何安排电影排片场次的
重要参考。随着我国电影服务
行业的发展及影院数量的增
长，国民观影需求日趋得到满
足，票房增长率逐年放缓。面
对未来如何突破我国影视行业
发展瓶颈，业内人士均认为提
高影片质量，进一步培养大众
的观影习惯是关键。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们将
“看电影”纳入到
自己的假期活动计划中，
“新年
俗”正有望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