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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電影產業的現狀與未來 

 

    前文已分別敘述改革開放以來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以及來自好萊塢大片的

衝擊。加入 WTO 之後，中國電影產業的變動更加劇烈且迅速，本章著眼於中國

電影產業現況，第一節將詳述 WTO 時代中國電影產業，在製片方式、資金來源、

放映系統和市場規模等各方面變化；第二節將連結產業現狀與當代各種類型的中

國電影，分析產業如何影響甚至創造不同的電影形式；第三節則從電影本身出

發，探討電影類型對整體產業以至於社會的意義。 

第一節：中國電影產業的現狀 

整體市場背景 

    經歷 90 年代的不斷衰退之後，中國電影市場從 2002 年開始出現復甦跡象，

在張藝謀的《英雄》創下 2.5 億元(人民幣，以下皆同)票房佳績的帶動下，2003

年起中國電影票房逐年增長，至 2007 已達到 32.27 億元，較前一年成長 26%，其

中國產電影票房佔 18 億，進口電影則有 15.26 億元，中國本地電影票房連續四年

高於進口電影(見表 4.1)，2008 上半年中國電影票接近 18 億元，比 2007 年同期成

長 8 億(費蓉蓉，2008：58)，整體市場的成長趨勢未見停歇，市場規模可望擠身

全球前十大18。 

    雖然票房連年成長，這些雨露卻非由所有中國電影均霑，而是集中在少數大

片身上，多數國產片的市場適應力、競爭力仍然普遍不足，相當多的影片不能進

入發行渠道(尹鴻、詹慶生，2006：15)。2004 年中國生產劇情片 212 部，票房總

計為 9.5 億元，其中前三強《十面埋伏》、《天下無賊》、《功夫》，收入皆突破億

元大關，其他 209 部國產電影的收入只幾乎相當於這三部大片(尹鴻、王曉丰，

                                                 
18 http://indus.chinafilm.com/200807/1552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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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4)，到了 2007 年同樣情況依舊未見改善，全年生產的 402 部劇情片中，

三部破億大片《投名狀》、《集結號》、《色戒》，即囊括 4.5 億元，佔了國產電影

票房的 35%，14 部票房兩千萬以上的電影更佔年度國產電影票房的 68%19，其餘

近四百部電影僅能分得十億票房。 

    值得注意的是，在票房上有亮眼成績的影片，往往經由跨國合製或中港合拍

而成，並非過去嚴格意義上的純「國產」電影。同樣以 2004 年為例，三部破億

大片中，周星馳自導自演的《功夫》，導演和大部份演員來自香港，並獲得哥倫

比亞的資金挹注；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在上映前就以兩億元代價，將北美和日

本地區的發行權售予哥倫比亞和華納，取得三分之二的投資成本；就連馮小剛的

《天下無賊》都是由香港寰亞公司與中國的華誼兄弟聯合投資。其他票房排行前

十的電影如《新警察故事》、《千機變 2》、《2046》等，也都是中港合拍片(見表

4.2)。2007 年的三部巨片，只有《集結號》是由中國的馮小剛執導，《色戒》和

《投名狀》不僅導演分別為台灣的李安和香港的陳可辛，資金來源與演員陣容也

非全來自於中國本地。其他叫座電影當中，《門徒》、《不能說的秘密》、《天堂口》

等合拍片表現也依舊強勢(見表 4.3)。 

表 4.1：2003-2007 年中國電影票房收入 

年度 中國劇情片生產

數量(部) 

中國境內電影票

房(億元人民幣) 

成長率(%) 國產電影票房

(億元人民幣) 

進口電影票房

(億元人民幣) 

2003 140 9.5 N/A N/A N/A 

2004 212 15.7 65 8.3 6.7 

2005 260 20 27 11 9 

2006 330 26.2 31 14.4. 11.8 

2007 402 33.27 26 18.01 15.26 

                        資料來源：尹鴻、詹慶生，2008《2007 年中國電影產業備忘》 

表 4.2：2004 年十大賣座中國電影                        

 片名 票房收入(萬元人民幣)

1 十面埋伏 15,300 

                                                 
19 資料來源：中國電影網 http://indus.chinafilm.com/200811/2553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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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夫 12,500 

3 天下無賊 10,300 

4 新警察故事 4,350 

5 2046 3,000 

6 張思德 2,900 

7 鄭培民 2,500 

8 千機變 2 1,980 

9 戀愛中的寶貝 1,600 

10 龍鳳鬥 1,480 

資料來源：尹鴻、王曉丰，2005《中國電影產業年度備忘》。 

表 4.3：2007 年十大賣座中國電影 

 片名 票房收入(萬元人民幣) 發行公司 

1 投名狀 17,031 中影集團/保利博納 

2 集結號 14,354 華誼兄弟 

3 色戒 13,758 上影集團 

4 滿城盡帶黃金甲 6,70420 北京新畫面 

5 門徒 6,423 保利博納 

6 傷城 3,73321 保利博納 

7 不能說的秘密 3,670 香港安樂 

8 導火線 3,450 保利博納 

9 命運呼叫轉移 3,413 中影集團 

10 男兒本色 3,413 保利博納 

資料來源：中國電影網 http://indus.chinafilm.com/200811/2553810.html、本研究整理。 

製片模式與資金來源 

    1952 年上海的七家民營製片廠被收歸國有以後，很長一段時間裡，中國僅

有國營製片廠擁有拍攝電影的權利。1995 年 1 月 1 日廣電部電影局頒布「關於改

革故事片攝製管理工作的規定」，則重新承認民營影視機構的地位，不過該規定

第三點指出：「社會法人組織向具有出品權的電影製片廠投資拍攝故事片，其投

資額達 70%以上，並能遵守電影藝術創作的有關規定和製片管理規定的，經我部

電影局批准，可就該部片與電影製片廠簽訂合同，共同署名『聯合攝製』字樣」，

                                                 
20《滿城盡帶黃金甲》與《傷城》自 2006 年上映，此處僅擷取兩片 2007 年票房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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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此時民營公司還未獲准單獨拍攝或出品，僅能投資國營製片廠，直到 2001

年「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若干意見」公佈之後才開放各類民間企

業申請「攝製電影許可證」(單片證)。2002 年實施的「新電影管理條例」，明文

鼓勵民間資本與外國資本投入電影製片，2004 年 1 月 8 日，廣電總局發布「關於

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若干意見」，進一步放寬准入門檻，當年民營資本和境外資

本參與生產的影片已經佔據 80%以上(尹鴻、王曉丰，2005：20)，民營機構已成

為電影製片業的主力。 

    中國本地最重要的民營製片、發行商當屬因為投資馮小剛的賀歲片《沒完沒

了》(1998)而聲名大噪的華誼兄弟集團，以及首家獲廣電總局授予「電影發行許

可證」的保利博納電影發行公司。華誼兄弟投資或發行的代表作品有《大腕》

(2001)、《天下無賊》(2004)、《功夫》(2004)、《夜宴》(2006)等，保利博納則發行

了《傷城》(2006)、《投名狀》(2007)、《赤壁》(2008)等電影，由此可以得知，華

誼兄弟主要與保利博納都以投資高成本、大製作的電影為主，製片數量雖然不

多，但都具有重大的市場影響(尹鴻、詹慶生，2008：15)。 

    國營電影企業雖然不再獨享製片權，卻沒有在產業中消失，而轉以投資者的

角色在市場上和外資與民營企業競合。在加入 WTO 前夕，中國政府為了「形成

一批以影視產業為龍頭、有競爭力的大型電影集團和現代電影企業，推動電影業

的發展壯大」22，以中國電影公司、北京電影製片廠為首的八家電影企事業單位，

聯合組成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2005，是中國國家廣電總局規劃的電影發展年，

其中「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改制、改造，培育壯大一批具有一定實力、規模和競

爭力的現代化電影企業集團、院線公司和大型影院經營主體」，是年度的重要目

標(廣電總局，2006：281)。截至 2005 年為止，中國已有中影、長影、上影、西

影、瀟湘五家電影集團掛牌成立。中國政府認為，企業集團的最大優勢在於規模

化和對資源的壟斷，企業集團透過併購佔有大量資源之後，還必須不斷整合內部

                                                 
22 中國廣電總局、文化部，2000 年「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若干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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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引入創新管理機制，以求利益最大化(廣電總局，2006：286)。爾後，上海、

天津、珠江等電影集團相繼成立，國營製片廠企業化的時代正式來臨。 

    以中影集團為例，是由中國電影公司、北京電影製片廠、中國兒童電影製片

廠、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中國電影器材公司等 8 家單位組成，另外還擁有全

中國最大的院線系統，以及發行進口電影的權利。中影集團不僅生產主旋律電

影，同時也投資《無極》(2005)、《長江七號》(2008)、《赤壁》(2008)等大片，中

影集團每年參與投資的影片約為二十部左右，其中有三到五部大片、五到十部中

成本影片，以及十到十五部低成本影片，透過各種成本影片的投資組合降低風險

(俞劍紅、張琦，2008：10)。 

   無論是公、私營製片機構，與香港企業合資拍片都是重要的生產模式，中港

合拍電影自 80 年代就已經相當常見，一開始中國方面大多扮演提供景物與勞力

的協拍角色，香港製電影在中國也必須受到進口電影的配額限制，但 2003 年中

國與港澳簽訂 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以後，合拍片逐漸成

為內地和香港市場的主力，CEPA 關於電影製片的協議有： 

一、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可不受配額限制，作為進

口影片在內地發行。 

二、香港與內地合拍之電影得以視同國產片在內地發行。  

三、對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允許港方人員增加所佔比例，但內地主要演員不得

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數的三分之一；故事不限於發生在中國內地境內，但情節或

主要人物必須與內地有關。 

    在這樣的優惠條件下，香港製片公司大舉北上， 2004 年 32 部合拍片票房超

過五億元，佔當年中國國產電影票房的 70%(何美，2008：8)，許多高成本的合拍

電影，因為中國的廣大市場得以生存，另一方面，香港的資金與技術也活絡了中

國的電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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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年代以前，中國僅有依賴政府每年固定撥款維持營運的國營製片廠擁有

製片權利，在這樣的模式下，中國政府是產業中唯一的投資者與作用力，市場從

未真正發揮影響。但在 21 世紀的今天，中國電影產業中已經存在民營製片機構、

國有影視集團、香港電影公司，以及跨國資本等各種力量，它們不僅彼此競爭，

同時也互相合作。以《集結號》(2007)這部製作成本超過一億元的大片來說，龐

大的資金需求意味著極高的投資風險，因此該片必須由中影集團、上影集團、華

誼兄弟、香港寰亞等公司合作完成。除了企業合作之外，電影製片的籌資管道也

日漸多元，除了私募資金之外，在好萊塢行之有年的集資手法，如業外集團投資、

金融貸款、預售發行權，以及置入性行銷等，也開始在中國出現。 

發行與映演 

    1993 年以前，中國各製片廠生產出的影片一概由中影公司以固定價格收購，

並向全國各地同為國有的放映單位發行，1993 年頒布的「三號文件」，授與製片

廠直接向省、市級發行單位接洽的權利。1997 年「關於試行故事電影單片攝製

許可證的通知」，開放了單片的攝製與發行權，《鴉片戰爭》(1997)就由民間集資

拍攝，並且以此成立「鴉片戰爭影視製作公司」，電影局也認可了該公司的影片

單獨發行權(張江藝，2005：152)。2003 年底實施的「電影製片、發行、放映經營

資格准入暫行規定」鼓勵國有、非國有影視文化單位成立專營國產影片發行公

司，隨後大型民營發行公司相繼成立，除了進口影片仍須經由國有集團發行之

外，中國電影發行系統已經完全開放。 

  如同製片部門，發行系統在中國境內也是由公、私營企業各據一方，另外由

於合拍片大行其道，港資發行公司也佔有一席之地。中國境內最具影響力的發行

商當屬保利博納、中影集團和華誼兄弟，2007 年度十大賣座電影過半數由這三

家公司發行(見表 4.3)。發行部門居於電影產業的樞紐，是連結製片與映演的中間

環節，好萊塢之所以能擁有強大的力量就是因為控制了發行渠道，並且將控制力

延伸向製片與放映系統。中國的發行商在這方面也不遑多讓，保利博納總裁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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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製片和發行業的不同在於，製片機構一年生產三部電影就已經是大公司

了，但發行是集中之後才帶來效益和對市場的約束力，因此保利博納一年發行電

影接近 20 部(林濤，2008：86)，而為了維持供片，發行公司也會投入電影製作，

除了國營的中影集團由於旗下同時擁有製片廠和專門發行的子公司，能夠直接發

行自己的影片外，民營公司保利博納 2007 年共投入 1.1 億元製片資金，用以保障

2007 到 2008 的片源(尹鴻、詹慶生，2008：)。 

    強大發行部門對於市場的約束力在與放映業者的談判籌碼上體現，保利博納

2006 年發行的《傷城》，檔期恰好和張藝謀的大片《滿城盡帶黃金甲》在檔期上

強碰，由於後者和院線業者簽訂了長達一個月的壟斷放映合約，導致《傷城》面

臨無廳可放的困境，但在保利博納揚言將要抵制拒絕放映的院線商後，《傷城》

終於得到放映空間，並締造了八千萬元的票房成績，于冬說：「這是發行規模效

應帶來的，你光發行一部片怎麼談」(林濤，2008：86)。 

    中國放映系統朝院線制發展始於廣電總局與文化部 2000 年合頒的「關於進

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若干意見」，文中將積極推行院線制視為主要的改革措

施，目標是「建立區域性院線和跨省院線，並鼓勵有條件的電影發行放映公司進

行院線制改造，通過競爭活躍電影市場，促進影片收入在製片、發行、放映三環

節上的合理分配」。2001 年 12 月頒布的「關於改革電影發行放映規定的實施細則」

則將電影院線制定義為：「以若干家影院為依託，以資本和供片為紐帶，由一個

電影發行主體和若干電影院組合而成，實行統一品牌、統一排片、統一經營、統

一管理的一種發行放映機制」(于麗、劉揚、王煊，2008：1)。發展院線制的目的

則是在電影製片、發行、放映鍊條中插入院線環節，由發行公司負責影片的全國

宣傳和發行，由院線公司負責將影片分配到各地的電影院放映，打破區域限制，

取消多級發行(祁勇，2008：8)。 

   院線制改造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影院數位化(Digitization)23，好萊塢數位化已行之

                                                 
23中國習慣稱「數字化」，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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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年，電影數位化的優勢使得電影創作者創造各種電影影像的能力大幅提昇，甚

至還能創造全新的影像，透過數位合成將影片與電腦合成影像結合起來(Wasko，

1995：64-5)，另一方面，數位電影還能透過網際網路輸送、映演、發行，各分工

位置的人也能夠共同使用每日快速流動的數位資訊(Miller,2003：222-6)，同時還

能省下拷貝成本。中國政府 2002 年出資 2 億元，投資中影集團興建數位化戲院，

隨後民營、外資企業相繼在中國各大城市建設數位化院線，例如星美傳媒與中影

集團合資的中影星美院線、原本與華納兄弟合資，現在獨立經營的萬達院線等。

截至 2007 年底，中國內地院線共有影院 1427 家，螢幕 3527 塊，比起推動院線

制改革的 2002 年，院線戲院數成長 40%，螢幕量增長 92.3%(尹鴻、詹慶生，2008：

14)。目前中國境內五大院線系統依序為，中影星美、北京新影聯、上海聯合、

北京萬達、中影南方新幹線，2007 年收入皆超過 3 億元，超過中國全年票房的一

半(見表 4.4)，五大院線系統中，北京萬達為民營，中影星美、上海聯合為國家與

民間資本合作，其餘則為國有。 

    院線覆蓋率和數位化戲院每年在中國仍以可觀速率成長，但是于麗等人認

為，院線發展仍有過度集中在都市地區的問題，為數眾多的中小城市中鮮有嚴格

意義上的現代化多廳院戲院出現，且中國各地仍有五千家以上未加入院線的戲

院，它們多半設備老舊、環境簡陋，改進這些地區的人員結構及硬體設備，才能

使院線制更大程度的帶動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2008：7)。 

表 4.4：2007 年中國前五大院線票房收入 

 院線名 票房收入(億元人民幣)

1 中影星美 3.87 

2 北京新影聯 3.86 

3 上海聯合 3.82 

4 北京萬達 3.25 

5 中影南方新幹線 3.25 

資料整理自：高紅巖，2008《2007 年度中國主要院線與影院經營策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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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中國電影市場在 21 世紀已經呈現出不同於 90 年代的新風貌，不僅製片發行

不再被國營企業壟斷，民營企業甚至成為市場上不可或缺的要角，多樣化的資金

來源和包括國家在內的眾多作用力量同時存在市場上，證明了中國電影產業正在

揮別國家壟斷的計劃經濟，逐步邁向競爭的自由市場，產業結構中的水平與垂直

整合也逐漸浮現。不可否認的是，即便在相對自由的市場中，國營企業仍然是最

有力的競爭者之一，國家也依然以政策和資金影響甚至支配著中國仍在發萌的電

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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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二十一世紀中國電影的各種型態 

    第一節已經整理了中國電影市場的現狀，經歷了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今日

的中國電影產業結構，和計劃經濟時代，以及 90 年代產業改革初期的情況已經

截然不同。電影的商品特性在 90 年代已經逐漸得到重視，開放民營企業經營電

影產業各環節以後，中國電影產業更是不可逆的朝著市場化發展。受到產業結構

變遷的影響，中國電影的生產方式與型態也出現新的發展，本節依據資金規模與

來源，將當下中國電影歸類為「(武俠)大片」、「中低成本電影」、「主旋律電影」、

「獨立電影」四種型態，從產業背景與文化傳統理解各種電影出現的原因，並分

析各類型電影的生產模式以及內容特色。 

(武俠)大片 

   「大片」是一個有明確所指的概念：特指高成本，高票房利潤的影片(戴錦華，

1999：399)，通常是指影片的明星陣容、宏大題材、懸念強烈的命運故事，壯觀

的場面，驚心動魄的動感及影像奇觀，以致所構成的視覺衝擊 (吳小麗、徐甡民，

2005：38)。當 1992 年，北京電影製片廠生產每部電影的平均成本是 105 萬元時(俞

劍紅、張琦，2008：7)，理所當然的沒有人認為中國有能力師法好萊塢，生產動

輒耗資數千萬美元的大片，也因此 90 年代面對好萊塢大片瓜分中國電影市場

時，對前景感到悲觀者就曾說：「所有的『電影的精品意識』、『高投入、高產出』、

『生產少而精的國產巨片』、在與好萊塢『公平競爭』的意義上都無異於癡人說

夢(戴錦華 1999：407)；「窮盡中國電影市場的消費能力，四千萬投資是資金回收

的上限」(戴錦華 1999：427)。不過中國電影市場在 21 世紀的發展，顯然遠超出

論者在 20 世紀所能想像，張藝謀 2002 年末的作品《英雄》，製作成本達到中國

影史所未見的三千萬美元，並且在國內就創下 2.5 億元票房，中國電影產業掀起

了一波大片熱，其中尤以古裝、武俠題材最受歡迎，接連幾年票房破億的大片，

如《十面埋伏》(2004)、《無極》(2005)、《夜宴》(2006)、《滿城盡帶黃金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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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狀》(2007)、《畫皮》(2008)等，大抵不脫此範躊(見表 4.5)。 

    如果大片是 21 世紀中國電影產業轉型下的產物，武俠題材就是中國電影裡

最傳統不過的遺緒，武打表演除了可上溯至中國傳統戲曲之外，民間慶典常見的

舞龍舞獅、雜耍特技等，也是武術和娛樂的結合，武俠片更是在中國電影發展初

期，就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類型電影24，「武俠大片」正是一個以跨國資本、明星

制度等「新瓶」，裝盛著風格化打鬥場景、行俠仗義理念等「舊酒」的有趣組合。 

    2003 年的《英雄》是中國導演張藝謀執導的第一部武俠大片，《英雄》以戰

國時代為背景，四名劍客為阻止秦吞併其餘六國，亟欲刺殺秦王政，其中、殘劍

(梁朝偉)、飛雪(張曼玉)、長空(甄子丹)曾行刺未果，而被秦王懸賞通緝。一日無

名(李連杰)前往宮殿聲稱自己擊敗三名劍客，欲領取獎賞，秦王詳細詢問後認為

三名劍客只是刻意失敗，為的是替無名取得行刺機會。但無名最後和盤托出，殘

劍不僅不再興刺秦之念，還曾以「天下」二字勸阻其刺秦，秦王感嘆殘劍與己心

意相通之餘同時讓無名近身十步之內下手，然而此時無名已被秦王的器度折服，

並領悟「天下」含意，刻意失手就擒，秦王惜才欲留無名生路，無奈於法不容只

得殺之。 

    大片的各項指標，例如明星陣容、宏大題材、壯觀場面，《英雄》無一不符，

再加上攝影指導杜可風、武術指導程小東、作曲者譚盾等「明星級」陣容的協助，

將「一場又一場的「武舞」鑲嵌到影片的敘事情節當中，觀眾既看到一場舞蹈化

的武術打鬥，又沒有被暴力、血腥的場面所驚嚇」(賈磊磊，2005：18)，在全球

取得票房佳績並不令人意外，除了中國的 2.5 億元之外，在美國的票房也超過五

千萬美元，是史上僅次於臥虎藏龍第二賣座的華語電影(陳犀禾、萬傳法，2008：

11)海外票房遠超過預售發行權的金額。 

    《英雄》在市場上的成功絕對無庸置疑，經由大片的創作，張藝謀對於電影

                                                 
24 關於武俠片的討論，見第二章第三節。 



 85

的產業格局，包括電影的市場、資本、銷售及其群眾概念，有了更為清晰的認識

(吳小麗、徐甡民，2005：64)。然而片中將秦始皇塑造成能造福天下蒼生的「英

雄」，似乎過於牽強且和一般中國人的歷史觀點有所出入。張藝謀將一個歷史人

物，而且是一個絕對信奉「儒以文亂法，俠以武犯禁」的著名的「反武俠」皇帝

作為正面主角和第一大英雄，在無意中形成了讓人哭笑不得的對武俠的譏嘲或反

諷(陳墨，2006a：270)。 

    2005 年中國另一位名導陳凱歌的大片《無極》問世，“The Promise＂這個英

文片名似乎能較淺顯地表達這部影片的核心內容：一個關於「信任」的故事。陳

凱歌自己則說，「《無極》的主題是探討自由、愛情和命運」，然而，《無極》實際

內容更像是將愛情、復仇、命運、武俠、戰爭、奇幻等各種類型元素批湊在一起，

卻讓人難以掌握真正的主題；和《英雄》一樣有大量的武打情節，在視覺特效上

甚至猶有過之，然而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時代背景，僅能從服裝、武器等地方辨識

出故事應該發生在古代中國。因此《無極》被認為和《英雄》一樣，「讓視覺畫

面的超常奇幻性和故事的空虛性形成鮮明對比，導致一種外幻內虛的奇特效果組

合，顯示了形式的視覺凸現性與其意義的空洞之間的尖銳悖謬」(王一川，2006：

80)。 

    有了《英雄》和《十面埋伏》的成功先例，陳凱歌對自己的這部大片充滿野

心，《無極》不僅製作成本超過四千萬美金，並且邀請日韓影星真田廣之、張東

健，和來自中國、香港的劉燁、張柏芝、謝霆鋒等明星聯合主演，著眼中國境外

票房的意圖十分明顯，然而無極在海外收入並不理想，美國票房僅有 60 餘萬美

金25。即使在中國創下 1.7 億元佳績，仍有許多觀眾看完以後高呼上當，甚至全

盤否定，指責這樣的電影缺乏應有的藝術品味(王一川，2006：81)。 

   《夜宴》(2006)是馮小剛繼《大腕》之後，另一部大製作鉅片，但是考慮了《大

腕》330 萬美金的製作成本很大一部分是用來支付演員片酬，以及電影本身的風

                                                 
25 http://www.imdb.com/title/tt0417976/business 



 86

格，《夜宴》應該是馮小剛嚴格意義上的大片處女作。《夜宴》改編自莎士比亞名

劇作《哈姆雷特》，故事背景設在五代十國，故事集中在謀弒皇帝篡位的厲帝、

為了生存而再度接受冊封的婉后，以及躲過追殺之後回宮復仇的太子無鑾三人身

上。《夜宴》和馮小剛過去擅於描寫現代中國社會中的小人物賀歲片作品有明顯

差異，片中許多極度風格化的武打場面、歌舞表演、服裝造型，甚至令人聯想起

張藝謀的武俠大片，若非葛優詮釋厲帝角色時少數機智幽默對白，整部影片幾乎

找不到馮小剛電影的影子。 

    和張、陳二人的大片相比，《夜宴》的演員陣容毫不失色，除了葛優之外，

飾演婉后的章子怡、青女周迅、無鸞吳彥祖，皆為兩岸三地一線明星。光是該片

在中國締造的 1.3 億元票房，就已超過製作花費 1500 萬美金26，可見就算不是拿

手的城市題材，馮小剛仍舊是票房保證。然而《夜宴》卻被認為與《無極》等並

無區別，同樣是「形式壓倒內容，美則美矣，故事並不新鮮，道理也並不深刻，

所謂的內涵多是通過生硬的台詞表達出來」(孫琪，2006：7)。 

    三位中國最具代表性導演手中創造出的三部中國大片，雖然在故事情節與時

空設定互不相同，但是卻有某些共通特色，而這些特色又能被統一在商業元素這

個類目之下。首先，三部大片都有令人印象深刻的中國式、奇觀式武打場面，例

如《英雄》中無名與殘劍一場湖上鬥劍、《無極》片頭光明和蠻人的壯闊戰鬥、《夜

宴》裡婉后和無鸞重逢後一場幾乎是為打而打的較量。再者，女明星在一定程度

範圍內賣弄性感似乎也是中國大片不可或缺的一塊拼圖，如果扣掉《英雄》中如

月(章子怡)和殘劍的假床戲、傾城(張柏芝)在《無極》中背鏡沐浴，驚覺有人在

旁後轉身護胸、《夜宴》中婉后和厲帝的數度調情等鏡頭，三部電影的敘事也不

會有任何困難。大片共有的娛樂元素，顯示出中國電影生產從以往的作者主體，

及其工具載道、知性啟蒙、陶冶性情，開始轉變為觀眾主體及其對於電影的娛樂、

消遣、休閒的需求(吳小麗、徐甡民，2005：37)。 

                                                 
26 http://www.imdb.com/title/tt0465676/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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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中國歷年票房過億電影 

年份 片名 票房(億元人民幣)

2002 英雄 2.5 

2004 十面埋伏 1.53 

 功夫 1.25 

 天下無賊 1.03 

2005 無極 1.7 

2006 滿城盡帶黃金甲 2.3 

 夜宴 1.3 

 霍元甲 1.03 

2007 投名狀 1.9 

 集結號 1.8 

 色戒 1.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主旋律電影： 

    從 1942 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確立了文藝為工農兵及無產階級

服務的方針之後，中國電影就「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講求宣傳實效與教育功能」

(陸弘石，2002：306)，從 17 年時期以革命、勞動為總主題，一直到文革期間的

樣板電影，做為主流意識形態載體，並擔負教化任務，始終是中國電影的主要特

徵。 

    「主」旋律電影的出現，意味著中國電影創作已經存在其他旋律。改革開放

之後，思想控制相對寬鬆的情況下，菁英份子在文革十年的創傷經歷，使他們將

創作視角轉向民族文化的反思，而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商業電影也在 80 年

代中期逐漸興盛，表達國家主流政治文化的影片，由於電影創作主題和風格的多

樣化，已經不是「唯一的」主流影片，為了強調國家正統意識型態，1987 年電

影局首次提出「突出主旋律，堅持多樣化」的口號，主旋律電影開始被廣泛使用，

其具體內涵指涉的是「一切有利於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

精神；大力倡導一切有利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思想和精神；大力倡導一切有利

於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力倡導一切用誠實勞動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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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精神」(李宗彥，2008：34)。 

    主旋律電影的生產在政策與資金上皆獲得國家大力支持，重要措施包括，

1987 年成立「重大革命歷史題材影視創作領導小組」，1988 年廣電部、財政部聯

合建立「攝製重大題材故事片資助基金」，1991 年進一步成立「國家電影事業發

展專項基金」，重點資助主旋律，尤其是重大革命歷史題材影片的創作。1996 年

在進口大片的威脅之下，「全國電影工作會議」，推動了電影精品 9550 工程，計

畫在「九五」27期間每年拍出十部，五年五十部電影精品。不僅如此，政府對主

旋律影片在發行、宣傳、放映上也同樣給予支持，例如媒體會對影片進行正面的、

重點的報導和反覆曝光，各級組織也會在不同程度上對觀眾進行號召和組織觀看

(陳犀禾、萬傳法，2008：8)。 

    1990 年的《焦裕祿》，就是 9550 計畫下製作出的，一個關於一位不辭辛勞只

為服務受難群眾的縣委書記的真實故事。焦裕祿在 1962 年被分發至河南省蘭考

縣，當地氣候環境不佳，當時不僅穀物歉收，還要面臨雪災、風沙、洪水等自然

災害侵擾，居民生活無以為繼，靠著焦裕祿積極從事救災與建設工作後，蘭考縣

逐漸脫離困境，他也因此贏得民眾的推崇，然而時時刻刻以蒼生為念的焦裕祿因

此積勞成疾，來不及親眼看見蘭考縣的繁榮即撒手人寰，令人不勝唏噓。 

    《焦裕祿》中，處處可見對於共產黨崇高理念的信仰，如共產黨員必須永遠

與群眾同在、領導幹部不得享有特權等等，並且塑造了反派人物吳縣長，用以駁

斥「政治第一、群眾第二」的偏差思想，但是在電影人物的情緒上，「還是刻意

存在著煽情的傾向」(吳小麗、徐甡民，2005：155)，尤其是焦裕祿幾位稚齡子女

在片中幾次的誇張放聲哭號，難免讓人覺得是為向觀眾催淚而安排。 

    《孔繁森》(1995)，同樣是一部敘述西藏阿里地委書記生平的傳記電影，原

籍山東的孔繁森，被黨派往生活條件艱困的西藏高原地區任職而無奈與家人分隔

                                                 
27 中國 50 年代開始仿效蘇聯實施五年經濟發展計劃，九五在這裡指的是 1996~2000 年的第九個

五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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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地，就和《焦裕祿》一樣，孔繁森絲毫不以物質與氣候的惡劣為苦，全力協助

地方發展，就連妻子重病不起，孔繁森也由於當地遭受雪災而不願擅離崗位，他

最後雖然在一場車禍中不幸殉職，但這位愛民如子的地方首長，不僅贏得部署與

當地居民的崇敬，更成為了中國官員的典範，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稱頌。 

    做為一部主旋律電影，《孔繁森》是較《焦裕祿》內斂而婉轉的，影片表面

上是替一位苦民所苦、公而忘私，人格操守近乎神聖的地委書記立傳，也同時宣

揚了中國政府對於少數民族和偏遠地區的照顧與重視。劇中孔繁森在上京爭取經

費回到阿里之後對著當地居民演講時，藉由感嘆兒時的困苦經歷引申說出：「中

國共產黨就是要讓人民的生活往好裡過」，毫不突兀地將孔繁森的完美形象與中

國政府(共產黨)連結在一起，地委書記孔繁森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他所作所

為無疑得益於黨的教育、栽培。 

    另一方面，孔繁森對藏族居民的無私付出，例如收養兩個藏族孤兒、將自己

的工資發給沒有按時拿到薪水的藏族教師、拿自己熱水壺裡的水親自餵生病的老

婦人吃藥、前往寺廟聽取僧侶對於當地發展工作的意見，在在宣示了中國政府尊

重少數民族宗教信仰，並且對他們一視同仁的溫和寬容態度。這樣的態度也理所

當然得到了藏人的正面回應，例如藏人部屬對孔繁森衷心的感激、老婦人稱他為

活菩薩等，雖然電影的表現手法不至於使人感到煽情做作，但與西藏地區現實狀

況相比，《孔繁森》中呈現的漢、藏情誼，顯然仍非常態，甚至是經過美化。 

    90 年代的主旋律電影經常無法取得觀眾共鳴，「在商業上的失衡，一直被許

多人認為是阻礙主旋律電影成長為主流電影的原因」(萬傳法，2007：135)，21

世紀的主旋律電影則開始逐漸向大眾文化以及商業文化靠攏，這代表支持主旋律

電影運作的國有資本，也必須遵循資本的邏輯和規律，獲取相應的利潤，如果不

能進行有效的商業化運作，就不可能得到持續發展(饒曙光，2008a：12)。《東京

審判》(2006)和《雲水謠》(2006)就是兩個主旋律電影商業化的例子，前者集合了

劉松仁、曾志偉、林熙蕾等港台明星共同演出；《雲水謠》選擇了在主旋律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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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常罕見的愛情題材，演員徐若瑄、李冰冰、秦漢等人也分別來自兩岸三地，

兩片分別在中國內地斬獲 2400 萬與 3600 的票房收入。另一方面，主旋律電影也

同時佔據中國電影生產的重要份額，2007 年佔生產總量的近 40%(尹鴻、詹慶生，

2008：16)，新形態的主旋律電影正逐步邁向廣為大眾接受的主流電影。 

獨立電影 

    「獨立」是一個相對的概念，因此獨立電影並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一般指

在美學和商業運作上都有別於一國主流電影的電影型態，各國主流電影的狀況各

有千秋，因此對不同國家獨立電影的界定也有所不同(林聽雨，2006：42)。在美

國，好萊塢八大以外公司出品的電影就稱作獨立電影，在這樣的定義下，像是《魔

戒》這種預算高達九千萬美金的電影，只因為由華納旗下獨立的新線公司出品，

也被歸類為獨立電影(周黎明，2005：88)。 

    獨立電影在中國有其特殊且複雜的意義，並解經常和「體制外電影」、「地下

電影」、「非法電影」等名稱相聯結。在中國僅允許國營製片廠拍片的計劃經濟時

代，不經由國營製片廠體制運作，獨立完成的電影，這些電影無論主題內容形式

為何，都稱為體制外電影，由於體制外電影中的大量作品屬於獨立電影，因此兩

個概念極易被混淆，事實上兩者並不等同，「獨立電影」本質上是一種從文化意

義以及電影美學角度上來界定的電影類別，體制外與否，則是由影片的拍攝手續

是否符合規定、是否通過審查來決定(朱曉藝，2007：5)。此外由於有些獨立電影

拍攝完成後沒有交付審查，有些審查後未能通過，或是審查通過後未經核准私自

赴海外競賽，導致無法在國內公映，因此也常被稱作地下電影或非法電影，例如

李楊的兩部作品《盲井》(2002)和《盲山》(2006)，前者並未按規定申請拍攝許可，

後者則一切遵循體制，因此前者被歸類為非法電影，但是兩者因其內容皆歸類為

獨立電影，則殆無疑義。 

    90 年代開始嶄露頭角的「第六代電影」常被認為是中國獨立電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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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年張藝謀完成《紅高粱》後，以第五代為代表，在某種意義上有著與獨立

電影相同表現形式和精神追求的電影探索運動漸漸終止，第五代導演從邊緣走向

中心，逐漸成為主流商業文化的一部分(朱曉藝，2007：12)，這時張元、婁燁、

章明、王小帥等第六代導演開始了電影創作，這一批青年導演走出校門，開始創

作的過程，恰恰也是中國的現實境遇發生種種轉變的過程(潘若簡、莊宇新，

1995：168)，電影產業面向市場的趨勢下，第六代無法像陳凱歌、田壯壯、張藝

謀等人，依賴國營製片廠的資金挹注，並且不必肩負市場壓力的情況下，恣意創

作屬於自己的探索電影，這種不能給予新導演以拍攝機遇的國家現存電影生產方

式，和新生導演急於安身立命的衝突，成為第六代導演的主要矛盾之一(吳小麗、

徐甡民，2005：180)，所以「中國獨立電影從某種意義上來說，是一種被動的產

物」(朱曉藝，2007：23)，第六代導演被迫採取體制外的非法途徑，在國內拍攝

電影，再將成品送往海外，除了博取一舉成名的機會之外，也寄望不存在於中國

的歐美藝術院線能夠幫助電影回收成本，甚至獲取利潤。 

      有論者認為，獨立電影可以從以下三點進行界定：一、電影的製作成本低

於一般電影平均製作水準；二、影片的美學風格和文化意義，在電影語言與手法

上具探索性、內容具非主流或反主流的特性；三、影片的觀眾群不具備商業大片

的流行性、大眾性與通俗性(朱曉藝，2007：7)。另有人認為，中國獨立電影的供

同傾向是「以影片關注現實、紀錄現實、呈現現實、介入現實」，而賈樟柯的《小

武》(1997)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國電影寫作事件(歐陽江河，2007：8-9)。 

    相較於張元的《媽媽》(1990)、《北京雜種》，王小帥的《扁擔 姑娘》(1996)，

關注改革開放後中國大城市的現狀，《小武》則是從山西小城汾陽見證了 90 年代

中國社會的急遽變化，以及當中的人際關係。片中主角小武是一個扒手，藉著行

竊維持生活，即便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都已經另謀出路、家人也對自己不諒解，

小武仍然靠著同樣的方法過日子。賈樟柯曾說《小武》就是要表現當下的狀況(白

睿文，2007：173)，除了主角王宏偉畢業於北京電影學院之外，其他參與演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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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非職業演員，對白也以當地方言取代普通話，同時賈樟柯大量使用長鏡頭，顯

現出紀錄現實的企圖，影片最後一幕，小武被警官銬在路邊，來往的人群像觀賞

動物一樣的注視著他，一開始他面無表情的回望著人群，最後卻在越來越多人的

圍觀之下，羞赧的低下了頭。 

    婁燁的《週末情人》(1995)，以大量鏡頭紀錄當時上海的年輕人文化以及城

市風貌，例如龍蛇雜處的遊戲間、有情侶座的電影院、搖滾樂手聚集在廢棄的大

樓裡練習、女主角打工的西式速食店、各式各樣的上海路標等等。故事是以女主

角李欣為中心向外發展，他周旋在兩個男人之間，所有角色也因為這三人的關係

發生聯繫。電影中的李欣說：「我們總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哀傷的人，覺得社會

無法理解我們，事實上是我們無法理解自己生活的社會」，表達出年輕人對當下

生命的迷惘。影片裡，婁燁還嘗試在紀實手法中加入了當時中國還不甚成熟的電

腦特效，飛越大半個城市的曲譜與牆上爬行的瓢蟲，都是電腦由動畫製作，加上

影片最後脫離現實的結局，《週末情人》在紀錄現實的同時，也探索了新的表現

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沒有配套的投資、發行、放映系統來接納獨立電影，

其獨立品質只能在商業大片和主旋律大片的夾縫中求得生存，這種狀況讓獨立電

影的創作成為一種短期行為」(朱曉藝，2007：23)，在 21 世紀民間資金可以合法

申請拍片，且中國政府對於獨立電影採取較寬容態度的情形下，目前包括「第六

代」導演在內的獨立電影創作已經轉往體制內發展，例如賈樟柯恢復導演資格後

的首部作品《世界》(2004)，已經在全國公映，王小帥的《青紅》(2005)，則是由

國營的中影集團投資製作。與此同時，另有一批新進創作者投身獨立電影製作，

風格也與先行者有所不同，例如李紅旗的《好多大米》(2005)、劉伽茵的《牛皮》

(2005)等。《好多大米》採用黑白畫面表現一個十分抽象的故事，正和女朋友玩捉

迷藏的毛老師，突然離開了家來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投靠朋友小何，過了一段時間

毛老師竟然對小何居住的地方產生了家的感覺，於是決定離開，並帶著一袋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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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屬於他的大米。本片的敘事並不完整嚴謹，許多情節、對白甚至讓人摸不著頭

緒，例如毛老師離家外出明明是臨時起意，卻替朋友帶了一副在影片中不知作何

用途的雙節棍，和路旁算命師的幾段對話，對李紅旗來說，拍這部電影也許只是

他和影像之間的一場遊戲。 

中低成本電影 

    中低成本電影的概念，不像主旋律電影或是獨立電影有明確的內容意涵，而

是以製作規模區分，是指成本介於國產大片，以及許多獨立電影採用的「微型製

作」(micro-budget)之間的電影。尹鴻將中國電影的製作模式分為大、中、小三種，

投資億元以上，處於金字塔頂端的大製作，每年只有三到五部；中製作的影片投

資約在 1000 萬到 5000 萬之間，每年生產也不到十部；小製作則指花費 1000 萬

以下的影片，他們佔中國電影總產量的絕大多數(尹鴻、詹慶生，2006：10)。中

低成本電影不像大片一樣，能將海外市場納入銷售範圍，而必須有較明確的分眾

概念，因此衍生出許多種類，除了主旋律電影、獨立電影之外，還有賀歲片、城

市電影、合拍商業類型電影等。 

    中低成本電影無法得到等同於大片的注目，更沒有主旋律電影的先天優勢：

政府的宣傳協助，通常也無緣於海外影展獎項，因此常被忽略。但是中低成本代

表的是一種缺乏大量資本的小規模商業運作型態，它們不僅是中國電影生產的主

要型態，也不乏在市場上叫座或具有折射社會現實意義的佳作，因此有必要在此

為文介紹。 

    馮小剛一系列賀歲電影，是市場反應相當成功的中低成本電影，馮小剛電影

總是以不突出的小人物作為主角，配合充滿創意的題材和對語言的巧妙運用，在

中國帶起了一股賀歲片風潮，1997 年的《甲方乙方》，以 600 萬元的成本，創造

了 3000 萬元的票房。馮小剛雖然也曾涉足《大腕》、《夜宴》、《集結號》等大片，

但大部分作品仍以當代中國社會的平凡生活為主。《手機》(2003)是一個關於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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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日益發達，卻帶來許多另類不便的故事。劇中主角嚴守一是著名電視節目主

持人的，已經結婚的他卻和年輕的出版社職員有染，由於有天手機不慎忘在家

裡，被妻子發現了這段婚外情。離婚後嚴守一和一位大學教師沈雪交往，卻仍和

情婦維持關係，又被情婦以手機拍下偷情經過並傳給沈雪導致分手，嚴守一從此

不再使用手機。《手機》這部電影中，關於行動電話的描述，可輕易和觀眾生活

經歷產生連結，每個人難免都有在安靜場合手機卻突然大聲作響的尷尬情況，或

是隨時隨地接到電話卻謊稱自己正在開會的經驗，影片中主角和情婦幽會時，猶

豫著關機與否、響鈴還是震動，也十分生動的闡述了行動通訊發達的今天，人與

人間的距離不僅急速拉近，甚至無藏匿行蹤的可能。 

   「城市電影」的概念，指的是 90 年代以後，中國影壇上以「城市電影」命名

的一種相對集中的創作現象。特定的時代變革和現代城市化進程，賦予了他們特

定的靈感以及激發了他們經常性的出眾表現(吳小麗、徐甡民，2005：107)，以夏

鋼、寧瀛、黃建新為代表人物。 

    黃建新的《背靠背，臉對臉》(1994)，將政府機關幹部的人際關係和人格特

質做了深刻的刻劃，同時也指出了官僚制度、一胎化政策等中國當代新現象。主

角王雙立在文化館擔任副館長多年，始終無法扶正，每當館長出缺時總是由他擔

任代理館長，正當王雙立自覺該要真除成為館長時，上級領導總會指派他人空

降，王雙立在歷經不斷的挫折後，逐漸淡泊了升官的念頭。 

    《背靠背，臉對臉》中的每個角色，都為了不同的目的使盡各種手段，主角

王雙立有能力、有手腕，也懂得對上級逢迎拍馬，並且利用自己的人馬暗中整治

空降而來的館長，來自農村的館長老馬，不費吹灰之力的就被王雙立鬥垮；主管

財務的李會計，起先是「王黨」的重要人物，然而當他發現王雙立真除無望以後，

趨炎附勢的他就轉而投向實力更雄厚的閻館長；臨時工猴子，在員額超編時總是

第一個被辭退的目標，只有王雙立肯留他，猴子為了自己的活路想方設法，買黃

色影碟、私拍館長偷情照片，只想攆走閻館長；就連王雙立的鞋匠老父，為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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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雙立整治閻館長也費盡心機，甚至演出賣血戲碼博取群眾同情。然而電影也有

涉及人性的正面部分，例如王雙立在影片最後，遇到過去不斷阻撓他升官的冷前

局長時，仍然表現得必恭必敬，顯然王雙立並非一味的阿諛諂媚之人；而猴子最

後拿來偷拍到的偷情艷照時，王雙立也顧及女方名聲，不願大肆張揚，可見劇中

人物的各懷鬼胎，並非他們本性，只是為了生存不得不然，或只是暫時被名利蒙

蔽了良知。 

    路學長導演的《卡拉是條狗》(2003)，則表現出都市當中「人不如狗」的詭

異現象。葛優飾演的主人公老二，養了一條名叫卡拉的小狗，對牠呵護備至，視

為生活重心，然而由於經濟狀況不允許，始終沒有替卡拉辦一張要價五千元的狗

證。有一天夜裡老二的妻子溜狗時，不小心被取締私養狗的公安逮著了，卡拉被

關進了派出所，如果在隔天下午沒能替卡拉辦張狗證的話，牠就要被送到處理廠

去，老二為了救出卡拉想盡所有辦法，就連自己的兒子沒回家，老二也不甚掛念。 

    《卡拉是條狗》這個片名，似乎是在說「卡拉只是一條狗」，但諷刺的是，

這條狗在影片中的重要性奇高，老二沒了牠就像失了魂，甚至連妻、兒都比不上

一條卡拉珍貴。歸根究抵，一張需要五千元的合法狗證，才是一切荒謬故事的源

頭，狗證的規定除了證明養狗是有錢、有地位人士的專利，同時也將狗的地位大

大的拉高，老二這樣的小人物能養一隻狗，簡直就是高攀了，也因此這條狗成了

他人生樂趣的投射，老婆孩子以及其他一切對老二來說，也就不那麼重要。 

    在好萊塢大片進口與國產大片出現之前，中國製作的所有電影，以今天的標

準看來都是中低成本電影，然而即便在 21 世紀，中小成本電影依然佔總產量的

絕大部分，2006 年中國國產影片當中，80%以上是中低成本電影，但這些沒有大

製作、大明星的電影，實際上連進入院線都成為問題(廣電總局，2007：78)，不

過近年仍有《瘋狂的石頭》(2006)、《李米的猜想》(2008)等製作花費小於一千萬

的作品在市場上傳出佳績，中低電影能夠取得好票房，對於帶動整體中國電影市

場將有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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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將目前的中國電影分為大片、主旋律、獨立電影、中低成本電影四種類

型，各種電影類型來自不同的產業因素或是傳統條件。大片是 21 世紀中國電影

的新寵，巨額的特效花費以及明星片成所需的龐大資金，來自國內不同國、民營

集團，並且以預售發行權的方式向海外集資，武俠題材則是傳統中國電影取閱一

國觀眾的重要類型。主旋律電影出現在中國電影風格邁向多元化的 80 年代，延

續中國將電影是為意識形態載體的傳統，由國家出資拍攝，相較於早期多偏重於

重大革命歷史題材，近年的主旋律片也逐漸學習商業化操作。獨立電影在中國又

有地下電影、第六代電影等別稱，早期的獨立電影在題材與風格上皆迥異於主流

電影，且製片經常不依規定流程，但是由於產業改革後民間資金得以合法拍片，

獨立電影已經逐漸進入體制內生產。中低成本電影始終產量最大，種類眾多，但

在市場上獲得的重視遠不如國產大片及重點主旋律電影，每年僅有幾部成功作

品，許多甚至無法進入院線，然而近年情況似乎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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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電影、產業與意義 

    前兩節分別闡述了中國電影產業的現狀和主要電影類型，本節將探討各種電

影類型對於整體產業的意義，分析其當下面臨的問題與困境，以及未來可能的發

展方向。 

一、商業大片的影響與問題： 

    從 2003 年的《英雄》以來，華語大片已經成為每年中國電影市場不可或缺

的吸金工具，饒曙光認為，華語大片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有其積極意義： 

《英雄》等影片大大拓展了中國電影的市場空間，逐漸形成了內地以

外的香港、台灣市場，韓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市場，甚至還打入了歐

美主流院線市場。中國主流大片激活了國內電影市場，喚醒了中國電

影觀眾對電影的熱情，把大批觀眾拉回到了電影院，在一定程度上提

升了中國電影工業的水平，對推動中國電影產業化的發展具有不容否

認的積極意義。(2008b：66) 

    由這段文字可以得知，大片對於中國電影產業至少有：開拓中國電影海外市

場、活絡中國國內電影市場，以及帶動中國電影產業化三點正面效應。 

開拓海外市場與活絡中國市場： 

     2003 年以前，海外收入佔中國電影總產值的極小部分，然而自從《英雄》

在北美地區取得超過五千萬美元的票房之後28，中國電影的海外收益逐年增加，

2006 年全年共有 18 個製片單位的 73 部影片在 44 個國家和地區影院發行和電視

台播映，海外銷售收入(含票房)為 19.1 億元(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2007：77)，

2007 年海外收益更進一步達到 20.2 億元(尹鴻、詹慶生，2008：14)，其中商業大

                                                 
28 《英雄》是以預售海外發行權的方式取得資金，因此《英雄》創造的海外收入，應該是發行

權價格，而非此處的五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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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居功魁偉。以《十面埋伏》為例，該片在中國票房約為 1.5 億元，但僅僅是北

美地區發行權就賣了一億多元，日本也有 8500 萬元，再加上 DVD 發行等收入，

海外營利十分可觀(楊暘，2006：75)。 

帶動中國電影產業化 

    票房是檢視商業大片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因此自從《英雄》開始，中國商

業大片無不費盡心思做好行銷工作。《英雄》的後期促銷費用高達製作成本的

5.88%29，並且是第一部開發了隨片廣告、音像版權、同名漫畫、同名小說等附屬

商品的中國電影(張永，2003：33)。《無極》雖然上映後口碑不佳，但在電影開拍

前陳凱歌透漏《無極》的投資額將超越《十面埋伏》時，這部大片就受到了媒體

廣大關注，再加上集結中港日韓四地明星、上映前就已敲定代表中國參加奧斯卡

影展(聯合晚報，2005,06,08)、在坎城影展斥巨資設立巨型看板並且一舉賣出北

美、英國、澳洲、南非等地發行權(王萱，2006：240)，營造出《無極》極高的聲

勢，也使觀眾期待甚高，首映票價竟然高達 1880 元(聯合報，2005,11,29)，上映

後，《無極》的周邊產品也是五花八門，除了同名小說、紀念手錶之外，最特別

的還有授權遊戲公司製作電影的網路遊戲，因此在綜合行銷上卻被稱為「2005

歲末強度最大的一次電影營銷活動」(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2006：57)。 

    商業大片強大的獲利能力，也使中國電影產業得到來自其他領域資金的支

持，《滿城盡帶黃金甲》就獲得了香港渣打銀行 1000 萬美元的金融貸款(尹鴻、

詹慶生，2007：7)，《集結號》甚至在沒有抵押的情況下就取得了招商銀行 5000

萬元的貸款(饒曙光，2008b：76)，更多的資本投入電影產業，讓商業大片得以持

續生產。 

    然而，大片於中國電影產業絕非只有正面影響，饒曙光對於商業大片同樣提

出了質疑： 

                                                 
29 以 3000 萬美元的製作成本計算，《英雄》的行銷費用約為 176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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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片在任何時候都是少數幾個「大腕」導演的特權，而永遠不可

能成為中國電影的主流運作模式。而且，由於這些超級商業大片對海

外市場作了錯誤的想像，把海外市場的口味看成是一成不變的，一味

的古裝加武打，以至於不少西方人誤以為「中國人生活在武俠世界

中」。因此我們不得不遺憾地指出，超級商業大片在有效地提升了中國

電影的國際競爭力和國際影響力，並在一定程度上提昇了中國文化的

軟實力的同時，也由於價值觀的混亂而扭曲了民族歷史，扭曲了本土

化的形象，甚至也危及了本土文化的安全。(2008b：66) 

    同樣的，我們也能從這段話看出中國大片的幾點問題。首先，為了最大程度

的獲取海外收益，商業大片必須將中國傳統文化「奇觀化」，「透過極限和極端的

展示，為不同觀眾提供相同感官刺激；用奇觀讓不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為絢爛、宏

大、驚奇、怪異、雜交而動眼動耳」(尹鴻，2007a：18)。例如《滿城盡帶黃金甲》

中連屏風、樑柱都打造的金碧輝煌的奢華宮殿、堆滿了千萬盆菊花的廣場，以及

最後兩軍交戰的場面調度，就是將中國風情極為誇張的奇觀化，試圖滿足海外觀

眾的視覺感官。也許張藝謀本來就有意以形式主義的手法，將古代中國宮廷當成

一件藝術作品的題材，然而這樣的安排，可能被一個對中國歷史有基本認識的華

人觀眾解讀為：「為了追求那些場面上的奇觀、情節上的怪異，影片不惜犧牲所

有的歷史感，哪怕是假定的歷史感」(尹鴻，2007b：1)。有論者認為，一個國家

的大片製作除了產業考慮之外，還是必須承擔著民族主體形象與集體精神認同的

文化責任，承載本身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和特性，塑造具有民族特質並強化民族

認同感的人物形象是大片製作對當代文化建設的責任，畢竟「沒有一個民族會把

自己想像為等同全人類」(楊俊蕾，2008：64)。然而，實際情況經常是「當現代

時尚的海外美術指導，和世界著名的日本服裝設計師們用似是而非的流行古裝包

裝中國以後，中國就是在中國人眼裡都陌生了起來」(陳林俠，2008：80)，華語

大片裡的「中國」已經失真，只是為了滿足最大程度觀眾觀影需求的想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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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大片的亮麗成績往往是建立在壓縮其他國產電影的生存空間之上的，

例如 2006 年底《滿城盡帶黃金甲》敲定了上映檔期之後，許多電影為了避其鋒

芒，而變更檔期，惟獨賈樟柯的《三峽好人》，勇於和《滿城盡帶黃金甲》打對

台，選擇了接近的公映日程，《三峽好人》首映週末在北京星美院線的票房數字

僅有 3700 元，《滿城盡帶黃金甲》則是 393 萬元(賈樟柯，2007：25)。這樣的結

果並不令賈樟柯意外，因為他從不指望《三峽好人》能在賀歲檔期中突圍，兩片

一起上映的意義在於「可以讓觀眾知道中國電影的多元化，不僅有大片進入賀歲

檔，藝術電影也可以」30。然而賈樟柯這種悲壯的抵抗，是在其投資回收和營利

都已在海外完成，沒有國內票房壓力的前提下進行的31，試想其他中國電影，既

沒有賈樟柯的盛名，更無威尼斯影展金獅獎的光環加持，還有何本錢和大片抗

衡。事實上，每年有一半以上的國產電影在國產大片與好萊塢電影的夾殺下，連

排入院線上映都難以企及，更遑論兵家必爭的賀歲檔期，因此「超級商業大片的

收入並不完全是市場本身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因為公平競爭機制的缺失及其所

造成的觀眾可選餘地太小。」(饒曙光，2008c：33)。然而，大片並不能將國內

受到的禮遇直接複製到海外，《滿城盡帶黃金甲》在美國僅取得 650 萬美元票房，

有論者認為原因是「影片動作場景的簡化和毫無個性的特效格鬥場景的氾濫」(朱

影，2008：54)。 

    南韓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發展的大片經驗，或許能替中國大片的未來發展提供

借鑑。南韓與中國在發展大片的過程中至少有以下相似之處：首先，在大片出現

之前，本土電影都較著重藝術性，且本土電影觀眾皆面臨衰退，同時南韓 80 年

代軍政府統治時期，電影創作空間和中國一樣受到限制。再者，兩國都是經由學

習好萊塢電影，發展出自己的大片運作模式，相對於中國的武俠大片，南韓大片

也以朝鮮戰爭為主要題材。南韓大片在一開始也的確創下了驚人的成績，南韓電

影無論在生產量、製作成本、廣告費用、觀眾人數都大幅提昇，《實尾島風雲》

                                                 
30 http://ent.sina.com.cn/m/c/2006-11-26/13211344101.html 
31 http://ent.sina.com.cn/s/m/2006-12-27/10101388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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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太極旗》(2004)等電影不僅襲捲韓國票房，在海外也有相當亮眼成績。

但是宋世鋒指出，南韓大片對於電影產業的負面影響在於，大片製作成本不斷飆

升的同時，風險也隨之提高，因此當 2002 年與 2006 年大片沒有發揮預期的市場

效應時，過度依賴大片的南韓電影市場也難逃衰退的命運。另外，大片挾持大量

資本作為後盾，攻佔絕大部分院線空間，是造成南韓電影種類單調，其他電影無

法生存的主因(2007：112)。 

    至少目前為止，中國大片還沒有發生市場的「審美疲勞」，但是論者認為，

必須有其他導演利用更小的投資，走更多樣化的電影探索路線，為未來新的大片

模式提供可能性，就像當年的臥虎藏龍也是從無意中被開創出來的(尹鴻，2006：

43)，事實上，今日中國大片在《赤壁》、《投名狀》等古裝武俠題材，也出現了

其他素材，例如陳凱歌的傳記電影新作《梅蘭芳》(2008)，就可看做對文藝大片

的嘗試。 

二、主旋律電影的意義與轉型 

    前文已然提及，主旋律電影的源流可回溯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揭櫫的文藝政策，在 80 年代，它代表的是主流意識型態以及統治階級的權力話

語，創作的理想觀眾總是被目標化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吳小麗、徐甡民，2005：

154)，但在市場上未能被觀眾廣泛接受，而不能算是主流電影。 

    有論者認為，主旋律電影如欲成為中國主流電影，就應該被重新定位，「應

以本國的傳統文化做為基點，並著力追求與世界其他文化的融合，為了這一點，

中國電影應該在思想性、藝術性、商業性的合諧統一上下足功夫」(萬傳法，2007：

135)，如此觀點，和饒曙光認為商業大片應該向主流大片轉型，大片不應只在商

業上著眼，更應該追求「在契合主流社會心理的前提下建構主流文化價值」

(2008b：67)，似乎殊途同歸。 

    《集結號》被認為是結合了商業性和社會價值的主流電影可行方向，這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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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的影片中不僅有激烈的戰爭場面，並且傳達了「每個犧牲都是有價值」的人

文關懷。中原野戰軍 1339 團 3 營 9 連連長谷子地，1948 年率領 47 名部屬在華

東汶河地區阻擋國民黨軍隊，掩護主力部隊撤離，依照團長命令當集結號聲未響

起之前，9 連必須堅守到底，不得撤退，在始終沒有聽到集結號聲的狀況下，9

連 47 名士兵全數陣亡，只有谷子地僥倖生還。谷子地始終愧疚地認為，是自己

在戰場上受損的聽力沒有聽見撤退的號聲，才導致全連弟兄的犧牲，再加上 9

連戰士的遺體始終未被尋獲，使得本應是「烈士」的他們被官方列為失蹤人口，

谷子地戰後積極尋找當初的部隊番號，試圖找尋集結號的真相，並為同袍弟兄正

名(證明)烈士身分。 

   《集結號》和過去以戰爭為題材的主旋律電影不同，並未刻意神話中國共產

黨的行為理念，以及領導人物的英明睿智。雖然某種程度上仍在謳歌解放戰爭的

神聖意義，例如片尾解放軍將領追諡 9 連烈士的場景，不免俗的說出諸如「對中

國人民解放有極大貢獻」之類的話語，但《集結號》藉由被遺忘的小人物刻畫戰

爭的殘酷，以及在戰場上犧牲者的每條生命都必須被同等珍視的人文關懷，顯然

比高高在上的偉人傳記式電影更貼近大眾心理，這也是《集結號》在商業利益以

外的最大意義。 

    近年來主旋律的概念逐漸寬泛，且創作手法逐漸成熟，「主旋律的意義指向

逐漸退隱於影片背後，而不是明顯地跳脫出來，以『教父』的面貌示人」(楊娟，

2008：13)。《雲水謠》就是一部將思想意識加以精心包裝的主旋律電影，一對年

輕的台灣男女秋水與碧雲，被 40 年代的政治動亂拆散，終生未能重逢，直到 60

年後的 21 世紀，雲英未嫁的女主角碧雲，才因緣際會的透過網路視訊見到當年

愛侶的後代。 

    以愛情故事而言，《雲水謠》中不乏賺人熱淚的情節，然而在動人的真摯情

感背後，卻也有不少目的性的意識型態操作。例如劇中因為國民黨在台灣對左翼

份子的迫害，使得秋水不得不逃往大陸，直接將國民黨視為拆散兩然堅定愛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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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兇，同時也暗示著中國作為台灣的祖國，永遠扮演台灣同胞受難時的避風港。

另外，兩人被拆散後，碧雲依舊留在台灣苦苦尋覓情郎消息，她的母親和弟弟卻

移民美國，碧雲的父親也說「要不是她，我早就跟著離開了」，直到最後，年邁

的碧雲也長居紐約，似乎也在暗喻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相對於秋水回

到祖國，不僅隨著其他青年抗美援朝，最後還前往西藏服務而因公殉職，中國和

台灣兩地的環境簡直判若雲泥。片尾處一頭鷹隼從秋水位於西藏的墓地飛起，鏡

頭隨後不斷拉高至外太空看地球的特效畫面，只見台灣隔著一道海峽依傍在中國

東南側，象徵著兩岸血濃於水密不可分的關係，無怪乎台灣政府以「電影劇本扭

曲台灣歷史，以統戰角度詮釋二二八事件」32為由，拒絕了雲水謠來台取景拍攝

的申請。 

    有論者試圖連結主流電影與商業電影的共通之處，或許能夠做為主旋律電影

未來發展的參考。劉譽認為，廣義來說，符合社會大眾道德及審美標準的電影都

稱為主流電影，而為保障最大商業利益的高成本電影絕對不會貿然顛覆主流文化

體系，在這個基礎上主流電影與商業電影產生共謀：「通過電影傳揚社會主流文

化」，這也是好萊塢電影一直在做的(2008：65)。因此，未來主旋律電影如果能善

用政府資金與政策上的協助，將原本「以文藝作品對民眾思想進行政治主權的向

心、整合與凝聚」的作用與意義，轉為對主流社會價值、傳統文化與民族意識的

整合與凝聚，吸引民間資金成為兼具商業能力的中國主流電影將非難事。 

三、獨立電影 

    在有關當局開放民間製片權利之後，原本以體制外運作為主要特性的中國

「獨立」電影已經被當局接納，因此其獨立與否，已經不能以同樣標準區分。如

果說華語大片是將電影的商品屬性發揮到極致後的產物，那麼獨立電影著重的就

是對社會現實的紀錄與主流價值的批判，以及對電影表現形式的探索與追求，「獨

立電影的多元文化追求，正是對單一的文化權威和價值判斷做出的否定，其目標

                                                 
32 頻果日報(台灣)，2006 年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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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個商業文化盛行的社會未獨立思考精神謀求一席之地」(朱曉藝，2007：

27)。由此可見，即便今日所有中國都能在合理的情形下被納入體制規範內，我

們仍能從其他面向分辨獨立電影不同於主流電影之處。 

    「作者電影」是獨立電影常見的一種換軌，所謂「作者論」至少有三種含義：

視工作人員為作者、視個人風格為作者、視幾部影片為作者

(Bordwell,Thompson,1992：55-6)，此處指的是以個人風格做為識別的作者電影，

這種電影處處可見作者的個人標記，婁燁的《紫蝴蝶》(2003)就是一部難以被劃

歸為獨立或商業，卻充滿個人風格的電影。故事內容是關於 30 年代中日戰爭全

面爆發前夕，一個日本特務在上海巧遇他在滿州結識的舊情人，然而她這時已經

是某個地下抗日組織的成員，兩人在個人情感與國仇家恨之間猶豫掙扎，而上海

青年司徒，卻因一次誤會被捲入雙方的糾纏，女友還因此身亡，司徒懷著復仇的

念頭，加入了這場複雜的爭鬥。《紫蝴蝶》由章子怡、劉燁、李冰冰等人主演，

電影中關於舊上海以及東北滿州的布景也相當考究，因此由製作成本看來絕非一

般獨立電影規模。然而電影中的風格化場景，例如總是大雨滂沱的上海街頭、多

處刻意不使用任何對白，單純靠演員臉部細微表情力圖刻畫角色內心情緒的長鏡

頭，甚至影片最後無關緊要，卻讓敘事更加模糊的性愛戲，都可看到婁燁強烈的

個人風格，也讓故事題材本來完全可以商業化操作的《紫蝴蝶》，呈現有別於一

般娛樂片的風貌。 

    賈樟柯是中國獨立電影導演轉入體制內的代表人物，《世界》(2004)之後已有

多部作品在全國公映。由於在題材內涵上一向傾向於平和，因此賈樟柯江仍然得

以保持其獨特而鮮明的風格(吳小麗，2006：18)，從《小武》開始，賈樟柯不斷

追蹤中國的現實，並且形成了屬於自己的紀實美學，一直到《三峽好人》仍堅持

使用非職業演員來呈現鏡頭下最真實的一面，但他卻說「這並不意味著這是我一

生要去捍衛的東西」(吳冠平，2008：73)，未來賈樟柯還計劃拍攝商業片，因為

他認為，商業電影和獨立製作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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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便今日的中國獨立電影已經不是 90 年代的體制外電影，但是由《三峽好

人》的例子能夠得見，在發行、放映系統被高度集中壟斷，並以謀求商業利益為

目的的情況下，大部分獨立電影無法進入消費市場，更沒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這裡首要的問題是，中國電影產業是否不需要獨立電影或是中低成本電影？

同樣以《三峽好人》和《滿城盡帶黃金甲》作為對照，前者的劇情是一對男女，

分別來到長江邊一個因為三峽大壩而將被淹沒的四川小城，尋找他們各自分離多

年的伴侶，後者則以五代十國為歷史背景，描寫宮廷中的權謀慾望所帶來的人性

扭曲。《三峽好人》的故事發生在人人擁有手機的 21 世紀，然而四川工人身上穿

的是泛黃的汗衫、睡的床只是幾塊木板、放眼望去江邊盡是房舍被拆除後留下的

殘垣斷瓦；相較於《滿城盡帶黃金甲》中，精心設計的華貴服飾、巧奪天工的華

麗宮殿，以及隨時鋪滿鮮黃菊花的廣場，兩種完全不同的畫面，究竟哪個才是真

正的中國？筆者認為，如果兩者皆包含彼此無法完全涵蓋的多元中國文化的其中

一面，那麼獨立電影的存在絕對有其意義，因為它們提供了大片以外，理解中國

文化的另一種視角。 

    遺憾的是，低成本電影經常只被當成一種工具，即便今日獨立電影在體制內

運行已經是完全可能的，但由於欠缺資金的支持及完整的藝術院線，許多年輕導

演過度熱中於海外影展路線，原本應該具有批判社會現實意義的獨立電影，反而

和中國本地觀眾產生疏離。另一方面，中國獨立電影的多元性並未完全展現，賈

樟柯就認為，執著於既定的低成本電影製作模式，例如非職業演員、實景拍攝、

當下題材，只是在大片神話之外另外創造了一個小片神話，年輕導演不應該被這

種模式給束縛(2007：25)。 

    值得慶幸的是，在商業文化已經成為主流的 21 世紀，仍有許多新生代電影

工作者投入獨立電影製片，應亮的《背鴨子的男孩》(2006)，則代表了獨立電影

在製作與發行上的另一種可能，來自四川農村的少年徐雲為了尋找拋妻棄子離家

六年的父親，身無分文僅僅帶了背上籮筐裡的兩隻鴨子，就獨自來到自貢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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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容易找到了人以後，徐雲卻殺害了不肯回家的父親，並割下他的一撮頭髮埋回

家鄉的土地裡，代表他終於將父親帶了回來。《背鴨子的男孩》以大量的長鏡頭

拍攝而成，導演自己估計，整部影片至多僅有百餘個鏡頭，許多鏡頭甚至長達五

分鐘以上，而對於長鏡頭景深的細膩處理，以及對畫面構圖和場面調度的掌握能

力，正是應亮倍受好評之處。先前僅有拍攝短片經驗的應亮，在接受訪談時表示，

《背鴨子的男孩》雖然是劇情片，但他試圖加入一些紀錄片的元素，希望能夠在

表達個人理念的同時，保留部分當代社會的歷史，因此，觀眾能夠本片中看到當

代中國農村與發展中城市的差距，以及自貢市被洪水淹沒的紀錄畫面。 

    應亮與《背鴨子的男孩》這部以 DV 拍攝而成，僅花費三萬元的微型製作獨

立電影，代表的是攝影科技與網際網路，為獨立電影帶來的全新運作模式。該片

沒有在國內上映，僅發行了 DVD，卻在許多國際影展得到重要獎項。應亮認為

自己的電影有別於獨立電影，應屬於「個人電影」，因為獨立電影要受制於投資

人、受制於笨重的工業技術、受制於外部的製片和發行環節等等，而個人電影「軟

硬件掌握在個人手中，DV 和個人電腦把製作成本降到很低很低的限度，拍什麼

和怎麼拍完全由個人決定，拍完後給不給人看、給誰看也完全由你自己決定，因

為你自己已經負擔了所有的成本」(崔辰、應亮，2006：62)。應亮對於獨立電影

未來在中國的運作相當樂觀，他認為今天在中國想要拍一部自己喜歡的題材是相

當簡單的，即便電影無法在院線上映，以 21 世紀發達的網路科技，也足夠讓影

片廣為傳播到有興趣的觀眾眼前。 

    21 世紀的中國獨立電影，得利於科技的進展，人人都能在這樣的時代裡成

為導演，可以預期，獨立製片或個人電影的作品將更加多元，同時，從《背鴨子

的男孩》我們可以得知，缺乏資金與相關發行渠道，不再是獨立製片質量不佳的

理由，「DV 和個人電腦把那些所謂導演的各種謊言揭穿，直接考驗的就是你的

視聽基本功和敘事基本功」(崔辰、應亮，2006：62)。另一方面，前文曾不只一

次提到的，中國政府自 90 年代以來透過電影審查要求刪修文本內容、禁止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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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審查或私自參展的電影在國內公映、禁止導演拍片等，對獨立電影進行政治控

制措施，似乎也已無法在《背鴨子的男孩》代表的獨立電影新型態身上適用。微

型製作的「個人電影」在沒有巨大資金壓力的情況下，從發行與公開放映的枷鎖

中解放，網路傳播與簡易的手提攝影器材更使獨立電影享有更多遠離國家機器掌

控的創作空間，也許未來新銳導演透過網路就能得到過去將作品千里迢迢送往海

外才能獲得的認同，例如調侃《無極》的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作者胡戈，

就以多部自製短片在網路上獲得許多民眾的支持。 

小結： 

    本節討論了商業大片、主旋律電影、獨立電影三種電影對於當前中國電影產

業的意義、面臨的問題，以及未來可能的發展。商業大片對於拓展市場及加速電

影產業化有不可磨滅的貢獻，卻也排擠了其他電影的市場空間，甚至造成電影類

型過於單調，找到古裝武俠以外的其他類型則是華語大片未來的發展關鍵。主旋

律電影在今日的作用，已從宣揚官方意識形態轉變為凝聚社會主流價值，並且進

一步和商業元素結合，得利於政府的協助力量，未來可望成為真正的主流電影。

獨立電影在今日中國已不再是地下電影，以第六代導演為首的獨立電影導演也回

歸體制內運作，甚至創作非獨立電影，然而卻也有一批新血注入獨立電影製作，

新生代影人繼續拍攝出有別於主流商業電影，表達個人理念，同時也紀錄社會發

展的作品，未來得利於新科技設備與網際網路的發達，獨立電影或是個人創作將

更加容易、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