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正确引导消费者，便能促成院线收入的稳定增
长，前景相对较好。在面临新媒体冲击情况下，粉
丝经济、院线/影院活动等都能成为增强消费者粘
度的举措。
新媒体在增强消费者消费能动性方面的作用
不言而喻，家中配有投影仪的受访者秦女士说到，
“除了3D效果，在家看电影比在影院强，只要网
络有资源，不管经典影片还是新片都能看，效果也
很不错”。除此之外，有不少受访者提到网络观影
的自主选择性，这恰恰是传统影院与网络相比的软
肋。
3.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电影资源配置模式，“后
影院”时代来临
中国电影从19世纪末发展到现在，经过兴盛、
衰落到再次成为民众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消费者心态有分不开的关
系，还没有网络出现的时候，影院和电视是消费者
观影的两大主要渠道。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两个渠
道都缺乏自主选择性，但网络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决
了这一问题，再加上技术的不断发达，家庭观影视
听效果的不断进步，院线不再是新片发行的唯一方
式，这种思路下，“定制化”或成为未来院线的发
展方向，也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的资源配置模
式，尤其是传统院线，进行“细分”确有必要，而
在这方面，网络有天然的优势。
传统院线也好，网络院线也好，都要面临观众

分流问题，或者可以以内容为中心配置电影资源，
什么样的影片应该上传统院线，什么样的影片投入
网络院线，这个问题在电影制作环节开始考虑，
这样自下而上的产业模式还能有效降低电影制作成
本，促成电影产业链健康发展。总而言之，今天的
电影产业的市场是复杂的，和传统产业模式截然不
同，所以电影产业要了解复杂的市场需求，制定多
元的发展战略。
（云庆，助教；张辉刚，讲师，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730030）
附件：深度访谈样本基本情况
序号

样本

年龄

所在城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秦女士
高女士
刘先生
董先生
曹女士
刘女士
陈先生
苏先生
姜女士
张女士
党女士
张先生
魏女士
汪先生
龙先生

29
28
33
30
58
55
29
31
28
27
48
27
26
28
27

北京
杭州
上海
上海
石家庄
北京
兰州
银川
内蒙古托克托县
吉林省吉林市
辽宁省朝阳市
广州
河南省濮阳县
北京
湖南省凤凰县

对电影爱好
程度
非常喜爱
非常喜爱
比较喜爱
一般
比较喜爱
比较喜爱
一般
非常喜爱
一般
非常喜爱
比较喜爱
比较喜爱
比较喜爱
比较喜爱
非常喜爱

中国电影营销目标的研究
On Chinese Film Marketing Objectives
文

李飞 钱悦 /Text/Li Fei Qian Yue

提要：中国电影营销目标是什么？还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由于中国电影具有商业、艺术和政治三
种属性，因此其营销目标包括
“叫座”和
“叫好”两个方面，前者是指盈利，包括利润和票房两个指标；
后者是指口碑，包括艺术、政治和大众三个指标。拍摄电影的目标不同，这五个指标的优、良、中、
可接受、较差的子指标组合也应不同。无论营销目标为何，最终都是通过整体营销管理实现的。整体
营销管理绝不仅仅是影片制作之后、公映之前的宣传行为，而是包括分析、计划和实施的完整系统。
关键词：电影营销目标 电影口碑 艺术性 商业性 票房

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引进
大片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一些电影的投
资回报较高，吸引诸多投资者进入电影行业 ；另一
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化，赔钱的电影超过
70%，盈亏平衡的占到 10%，赚钱的仅为 20%。（1）
面对这种矛盾的态势，电影营销成为理论界和实践

界关注的话题。无疑，电影营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电影营销战略和策略的合理
选择，必须围绕着营销目标来进行，然而已有文献

（1）王振国《国产片真相 ：20% 赚钱 10% 打平 70% 亏钱》
，
《广州日报》
2013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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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情境下电影营销目标的讨论、成果相当稀
少，
也存在着一些误区，
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

一、中国电影营销目标的三个维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影片的成败，反映的
是营销的成败，营销目标也就是电影成功的目标。
如何评价一部影片的成功，取决于对电影本身属性
或曰电影目的的认识。换句话说，一部优秀的影片
必须与人们对它的属性要求相一致，这种属性要求，
构成电影营销目标的维度。然而，对于电影属性的
认识，在中国有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1949—1978 年，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电影
的立项、拍摄、放映等等都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
下，政府会按着政治需要制定审核的标准，虽然电
影的艺术性也得到承认，但是主要还是为政治服务，
形成了“工农兵电影流派”
，并以革命英雄主义为
主要表现的内容（不过，这一阶段电影艺术性也得
到发挥，出现了一批优秀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
时期，电影基本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政府传递主
张的喉舌。例如《决裂》
《春苗》
《青松岭》
，以及
样板戏等影片就属于此种类型。这一时期的中国电
影更加强调政治性。
1979 年底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人们压抑的精神情绪得
到释放，思想解放运动展开，中国电影人受到政治
的干扰和影响变小，又由于商业化还没有渗透至电
影行业，电影人可以不用考虑投资和利润回报等经
济方面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政治问题，
“获得了一
种空前绝后的创作自由”
，（2） 他们更加关注电影的
艺术性，推出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文艺片，诸如《黄
土地》
《红高粱》等等。因此有专家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界一个支配性的观点就是电影
是一门独立的艺术”
。（3）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从政
治属性回归到文艺属性。
1987 年 3 月，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
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口号。
1987 年 7 月 4 日，成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
小组，随后建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
并为资助的电影提供免费宣传支持。当时，采取该
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抵制电影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的严重影响和商业化大潮的冲击”
。（4） 当时，已
有学者提出，电影具有商品性特征，应该关注票房，（5）
引起了政府的一些警觉，遂提出突出主旋律的主张。
在 1988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政治性的主旋律
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这一时期的中国电
影回归政治属性的倾向，说“倾向”是因为还有一
些其他类型影片（如文艺片），以匹配政府“坚持多
元化”的提法。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真
正开始，大众娱乐形式日益丰富化、多元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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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风光已逝，主旋律影片大多票房不佳，而电影
公司开始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化改革，电影的商业化
属性被关注。制片方尝试将电影的艺术性、娱乐性
和宣传性综合在一部影片当中。（6）例如，政治主流
电影的伦理化倾向、娱乐电影的主旋律化和主旋律
电影的娱乐化倾向，以及现实主义电影的体验化倾
向。（7）此时，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电影具有“一
仆三主”的属性特征 ：
“一方面作为工业产品，受
制于商品生产规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又受制于艺术创作的‘美的规律’, 同时它作为一
种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体，又被指定担负确定的
国家意识形态使命。
”（8） 这表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电影具有商业、艺术和政
治三重属性。
随后，中国电影的三重属性被更多的学者认可。
有学者提出，一部卓越的影片必须在“中国社会三
大力量之间寻求贯通和平衡，这就是知识精英（电
影美学）、普通大众（电影经济学）和政府管理部门（电
影政治学）三者之间的通畅而又平衡、融洽”
，简称
为“通三学”
。（9）有学者建议，中国电影的评价“需
要从三个维度来考量 ：商业、艺术与政治”
。（10）
“第
一是电影美学，要符合电影艺术的标准 ；第二是电
影经济学，符合电影市场或票房的标准 ；第三是电
影政治学，符合现代这个社会主流价值系统的要
求。
”（11）
可见，中国电影明显具有商业、艺术和政治三
重属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要在当今中国
电影产业做成超级大导演，通三学很必要，且三学
缺一不可。
”（12）由此我们得出结论 ：中国电影的营
销目标，必须包含三个维度 ：商业性、文艺性和政
治性。对于一部影片来说，并不要求三个维度都达
到最优，但是必须都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最好有
一两个属性达到良好或优秀。

二、中国电影营销目标的两个指标
因为电影营销目标有商业、艺术和政治三个维

（2）饶曙光《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83 页。
（3）同（2），第 411 页。
（4）滕进贤《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
《人民日报》1991 年 2 月 7 日。
（5）郑洞天《关于电影商品性的再认识——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
上的发言》
，
《电影艺术》1984 年第 10 期，第 28 页。
（6）雍青《转型与延伸——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的建构》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5 页。
（7）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文化》
，
《天
津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第 83 页。
（8）尹鸿《当前中国电影策略分析》
《当代电影》1995 年第 4 期，
，
第 32 页。
（9）（12）王一川《从电影政治学到通三学——我看中国电影理论六十年变
迁轨迹》
，参见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
年》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 页。
（10）韩婷婷《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史学研究》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2 页。
（11）王一川、陆川、胡克、张卫、郝建谈《南京！南京！》
，
《当代电影》
2009 年第 7 期，第 43 页。

度，因此在确定营销目标时，需要将这三个属性转
换为可以评价的具体指标。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
面使目标变得清晰，便于实现 ；另外一方面使目标
变得可以测量，便于评价。我们根据中国电影营销
目标的三个维度，一一对应地探索其代表性指标。
关于电影商业性的反映指标。一提电影的商业
性，学者使用较多的代表性词汇就是票房，俗称“叫
座”
，社会上也有相关的电影票房排行榜。冯小刚
说，
“电影的好坏是没有标准的，完全可以各执一词。
唯一可以量化的标准就是票房”
。（13）有学者将票房
视为电影是否成功的最直观的衡量标准，以及电影
营销最核心的内容。（14） 进而一些电影营销方面书
籍的名称直接称为“票房营销”
，例如《电影票房
（15）
营销》
、 《电影盈销传播 票房营销篇》（16）等等。
其实高票房并不一定盈利，影片投资人更应该关注
投资回报率，电影的商业性主要体现为“赚钱”
。（17）
因此电影商业性评价标准或曰指标，应该是盈利而
非票房，自然票房也不是电影营销的核心。鉴于人
们对票房的关注，以及票房对盈利的重要影响，我
们将盈利指标分解为票房和利润两个指标。
关于电影艺术性的反映指标。一部伟大的影片
应当是音乐、绘画和雕塑、建筑、诗歌、舞蹈等等
各种艺术的汇合点。（18） 一部好的电影，从艺术角
度“是从选择的故事题材开始，然后确定与这个题
材相适应的叙述形式，并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逐步
建立完美而又个性化的影像风格，最终创造出具有
隐喻意味的美学意境，这是一个从电影艺术的思维
领域到创作领域、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
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
。（19）对于电影艺术性方
面的这些构成因素，大家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
这些构成因素的评价是人们的感觉，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且上述要素难以作为指标进行量化测量。
因此，在确定一部电影的艺术性目标的时候，人们
通常会看主流影评专家的口碑和电影获得的专业性
奖项，我们把这两方面统称为艺术或专业口碑。
关于电影政治性的反映指标。电影的政治性是
指“符合现代这个社会主流价值系统的要求”和“担
负确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使命”
，即“应当完成纠正
社会的思想取向，传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构筑国
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大
众的集体认同的历史使命”
。（20）但是这个目标的达
成评价也带有人为因素和弹性，有些影片就是领导
的一句话决定了其“生死命运”
。因此，在评价一
部电影政治性的时候，通常人们会看是否获得政府
的“五个一工程奖”和政府“华表奖”等，以及政
府管理部门的口碑。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统称为政治
或政府口碑。
由于艺术口碑、政治口碑、票房和盈利等因素
除了互相影响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观众口碑的影
响，因此观众口碑（
“ 百花奖”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奖及电影网站的评分等）也是营销的目标之一。人
们通常将艺术口碑、政治口碑、观众口碑俗称为“叫
好”
。可见，叫好不能笼统地评价，因为在一定的
情境下，三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由前我们得出结论 ：中国电影立项和公映准
入、投资、拍摄分别属于政府、投资人和导演等不
同主体主导，这使中国电影具有政治（政府最为关
注）、商业（投资人最为关注）和艺术（导演最为关注）
等三方面的属性，导致中国电影营销目标涉及票房
和利润（商业性）、艺术口碑（艺术性）、政治口碑（政
治性）、大众口碑（综合性）等方面指标。我们可以将
其概括为俗语“叫好”和“叫座”
，前者是指口碑
指标，包括艺术口碑、政治口碑和观众口碑三个子
指标 ；后者是指盈利指标，包括票房和盈利两个指
标（见图 1）。

图 1.中国电影营销的两个目标

三、中国电影营销目标的决策思路
由于中国电影具有商业、艺术和政治的三重
属性，因此在中国影片分类中，存在着商业片、文
艺片和主旋律片的三种影片分类方法。虽然任何一
种影片类型都不排除或无法排除三个属性融合的情
景，融合甚至成为一种趋势，但是人们还是能轻易
分辨出一部影片属于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营销目
标不同，选择的影片类型也应该不同，反之也是如
此，影片类型不同，营销目标也应该不同。从一般
意义上讲，大家都追求实现“叫好”和“叫座”两
个目标，这应该是没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接下来
需要确定具体的目标，即“叫的什么座”
，需要制
定票房和利润各自的目标 ；
“让谁来叫好”
，需要制

（13）冯小刚《不省心》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2 页。
（14）俞剑红《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参见夏卫国《电影票房营销》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年版，序。
（15）见夏卫国《电影票房营销》
。
（16）文硕《电影盈销传播 票房营销篇》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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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艺术口碑、政治口碑和观众口碑各自目标。这是
一个比较复杂的排列组合过程。如果目标为五个指
标都达到优秀的水平，难度较大，只能偶尔为之，
不能作为常态，因此必须进行取舍。我们不妨按照
三种影片类型进行举例说明。
商业片，主要目标是商业性，最为关注的是利
润和票房。商业片不是文艺片，因此艺术口碑达到
中等或可以接受的水平就可以了，当然也不排斥更
高的艺术追求，但是花费成本较大。政治口碑则为
符合政府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
，通过评审就可
以了。例如《私人订制》为典型的商业（喜剧）片，
媒 体 透 露 投 资 1200 万 元， 但 是 票 房 超 过 7 亿 元，
在 2014 年夏季豆瓣网截至 129434 人的评价结果，
分数为 5.6 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水平。艺术口碑
较低，被媒体称为“恶评如潮”
。政治口碑通过了
公映审查，属于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私人订制》
属于利润多、票房高、观众口碑可接受、艺术口碑
较差、政治口碑可接受的组合状态。作为商业喜剧
片的《私人订制》应该属于比较成功的影片，类似
的影片还有《人再囧途之泰囧》
《小时代》系列等等。
文艺片，主要目标是艺术性，最为关注的是
专业口碑评价，商业性方面不赔钱就可以了，至
于观众口碑和政治口碑至少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一九四二》属于文艺片（渗透商业片元素），投资 2
亿元，票房 3.46 亿元，没有盈利，在 2014 年夏季
豆瓣网截至 114345 人的评价结果，分数为 7.2 分，
观众口碑好，艺术口碑也不错，政治口碑达到可以
接受水平。因此，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艺片，遗
憾的是没有盈利。假如文艺片投资太大，就难以实
现盈利，因为目标顾客群体有限，不容易实现高票
房，假如制片方通过大力宣传方式增加票房，花费
成本巨大而边际效率较低，仍然不容易盈利。可见，
文艺片和商业片的营销目标组合应该不同，
《钢的
琴》等荣获国际大奖的优秀文艺片的票房都不高，
且盈利不容易。毕竟《白日焰火》名利双收的案例
目前看来还不是很多。
主旋律片，主要目标是政治性或曰宣传性，最
为关注政府的政治评价，艺术口碑、观众口碑，以
及利润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就可以了。例如，电影
局每年提供资助的影片就属于此种类型，诸如《张
思德》
《雷锋》
《任长霞》等等人物影片和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影片等等。当然，
我们也不否认存在着“叫
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但具有特殊性，不具有
普遍意义，如《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等等。
当然，近些年这三种类型电影出现了模糊化倾
向，因此有学者认为将电影分为商业片、文艺片和
主旋律片是误区，每一部类型片都应该是商业、政
治和艺术的融合，否则会出现主旋律片有“政治”
无娱乐，商业片有娱乐无“政治”
，文艺片无娱乐
也无“政治”
，只有艺术家的孤芳自赏。（21）尽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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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分类有着不同观点，但是对商业、艺术、
政治在一部影片中的融合是达成共识的。不过，融
合或组合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
影片（不论称它们为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电影营销
的目标也变得多元化，制片方和导演可以根据自己
的偏好和目的进行选择。我们考虑“叫好”和“叫
座”两个目标的五个子目标，以及各个子目标表现
的优、良、中、可容忍（或可接受）、差等级别，列
出中国电影营销目标选择图（图 2），
《私人订制》为
商业片，
《钢的琴》为文艺片，
《钱学森》为主旋律片，
《中国合伙人》带有综合片特征，
目标组合非常不同，
但是都应该属于成功的影片，满足了一两个子目标
达到优良，其他达到可以接受水平。这个目标选择
图，可以作为中国电影营销目标选择的工具。

图 2.中国电影营销目标选择图

四、中国电影营销目标的实现路径
一旦选择了电影营销的五个子目标，就需要通
过电影营销管理的方法来实现。尽管电影营销管理
的文献和书籍很多，但是对于电影营销的理解与营
销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
不得不花费一些文字进行讨论，讨论的核心还是回
到中国电影营销目标实现的问题上来。
如何实现电影的多盈利？就是收入大于成本。
利润是票房分成减去成本，再加上电影其他收入（政
府补贴和衍生品开发）。票房分成额取决于分成比
例和票房收入，分成比例相对固定，因此票房收入
成为盈利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如何提高票房收入？
基本方法是让观众在观影之前感觉到这部电影值得
看，就是营销学当中的顾客价值，顾客价值是观众
感到观影获得利益会大于他们支出的成本（货币成
本、时间成本、体力成本和精力成本）。实现顾客
价值就有两种方法 ：提高观众获得的利益和减少观
众支出的成本。无论是增加观众利益，还是减少观
众支出成本，都是通过对影片（产品）、票价（价格）、
影院（渠道）、信息（传播）等营销组合四个要素的组
合来实现的。但是，由于顾客价值是顾客观影之前
的感受，因此实现的重要手段是信息传播（即影片

（21）盘剑《类型电影：
商业与政治》
，
《粤海风》2009 年第 4 期，第 49 页。

宣传）。成本是盈利的第二个重要影响因素，成本包
括电影设计、拍摄和制作、销售和宣传等成本，
《甲
方乙方》
《疯狂的石头》
《人再囧途之泰囧》之所以
获得巨额利润，一个重要原因是小成本制作和宣传。
一些大片，后期宣传成本占到投资额的 30%，甚至
50%，没有带来理想规模的票房，自然陷入不盈利
的窘境。即使票房不能带来盈利的结果，还有一种
方法可使电影盈利，或是得到政府的电影补贴（高
者可以获得一千多万元），或是植入广告、联合营销、
出售影片知识产权、开发衍生品等等，我们称之为
后市场开发，在好莱坞电影中，非影院收入要占到
影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无论是降低成本，还是获
得政府补贴、开发衍生品，都是通过营销管理来实
现的，前者是控制营销（包括制作和宣传）成本，后
者是拓展营销机会、复制营销模式。
如何实现电影的好口碑？就是效果大于期望。
好口碑是评论者观影满意后的一种表达。观影满意，
就是营销学中的顾客满意，是指观众观影之后的实
际感知效果大于观影之前的预先期望。因此实现观
众满意或者好口碑，就有两种方法 ：降低观众的事
先预期和提高观众观影的实际感知效果。无论是降
低观众的预先期望，还是提升观众实际观影的感知
效果，无非是通过影片、票价、影院、信息（宣传）
等营销要素组合来实现的。由于一部电影的好口碑
目标，体现在政府、专业影评人和观众等三个方面，
因此需要分别实现观影实际效果感知大于预期，自
然都需要进行营销管理和控制。由此，我们可以建
立一个中国电影营销目标实现的路径图（图 3）。

图 3.中国电影营销目标实现路径图
可见，实现电影营销的具体目标，最为核心的
是实现三个不等式 ：制片方收入大于成本，观众获
得利益大于支出，以及观影实现感知效果大于预期
（图 3 虚线框中内容）。实现这三个不等式，需要进
行精细化的电影营销管理。
“营销”一词，包括营
销研究、目标顾客选择、营销定位、依目标顾客和

营销定位进行产品（影片）、价格、渠道（影院）和信
息（宣传）等要素的组合，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
整体的营销。目前流行的电影上映之前才开始的宣
传活动，至多是销售的一部分，但常常被电影公司
称为营销，这是对营销的误解。
“管理”一词，是
指分析、规划和实施。因此，电影营销管理，是指
在电影拍摄之前，对市场、竞争对手、目标顾客、
政府政策等进行分析，然后制定包括“目标顾客选
择、营销定位、营销组合等内容”的营销规划，最
后在拍摄、制作、销售、宣传、上映影片时实施这
个规划书。显然，大多数电影营销管理仍然停留在
非整体营销段，也没有完成分析、规划和实施的管
理全过程。这是我们亟需要改进和完善的。

五、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
根据上文对电影营销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些实
践启示。首先，在拍摄电影之前要确定影片类型，
根据不同的影片类型制定不同的营销目标。中国电
影的营销目标，必须包含三个维度 ：商业性、文艺
性和政治性，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成功的营销并不
要求三个维度都达到最优，但是必须都达到平均水
平，最好有一两个属性达到良好或优秀的水平。其
次，在确定具体的目标时，电影制作人应该关注电
影“叫的什么座”和“让谁来叫好”两个问题，具
体来说，需要制定票房和利润各自的目标与艺术口
碑、政治口碑和观众口碑各自的目标。最后，在选
定电影营销的子目标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电影营
销管理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例如，提高票房收
入的基本方法是实现顾客价值，使观众感到观影获
得的利益会大于他们支出的各类成本，实现顾客价
值可以通过提高观众获得的利益和减少观众支出
的成本，两者都需要通过对电影营销四要素（影片、
票价、影院、信息）的组合来实现。实现电影的好
口碑同样也要通过对营销四要素的组合来实现。
例如影片是文艺性电影，电影制作人应该最
为关注艺术口碑评价，商业性方面不赔钱或赔钱在
自己承受范围之内就可以了，至于观众口碑和政治
口碑至少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据电影票房数据库
统计，文艺片《黄金时代》累计票房仅 5151.09 万
元，远低于此前百度大数据对其两亿元以上票房的
预测，仅仅收回投资 71% 左右。虽然电影的票房并
不是评价影片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但是《黄金时
代》的投资回报远低于投资者的预期。根据我们研
究的结论，
《黄金时代》不是一部老少咸宜的电影，
是需要品味的影片，受众面窄并且需要一定的观影
门槛。因此票房潜力有限，事前做出这样判断后就
可以适当控制电影拍摄的前期投资，以及后期的宣
传推广投入，或许可以实现口碑和盈利之间的平衡。
（李飞，教授 ；钱悦，2014 级博士研究生，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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