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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探案3》於二○二一年賀歲檔收穫高票房。
▼《懸崖之上》是張藝謀
首次拍攝的諜戰電
影。

▼《中國醫生》講述感人
的中國戰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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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眾 共 情 ——
勿令 「子欲養而親不
待」 成為人生最憾之
事，繼而重新審視自己與
父母的關係。
賈玲是喜劇演員出身，
憑藉這部導演處女作《你好，
李煥英》，她以逾五十四億元
的票房成績，成為內地影史票
房最高女導演。
另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親情
類電影，當屬易烊千璽的《送你一
朵小紅花》。導演用鮮少涉獵的癌
症家庭為敘事主體，從一個青少年視
角思考當身處逆境時，我們究竟如何而
活？為何而活？與其說，影片在展示痛
苦，不如說是在傳遞身處逆境、哪怕是
絕望之中，也能 「畫出一朵小紅花」 。
那麼，如何在一片煩擾中還能不放
棄希望？電影《人潮洶湧》呈現了不同
於《送你一朵小紅花》的另一種姿態。
影片中群眾演員變成了殺手，殺手變成
了演員，雖然努力的終局是什麼都沒有
改變，卻依然可以為了自己鼓鼓掌。

小本製作帶來驚喜
熟悉內地電影市場的觀眾，大多會
聽過一個系列電影 「唐人街探案」 ，導
演陳思誠一路走的都是 「審醜」 路線，
觀眾吐槽不斷。但伴隨這幾年內地春節
檔的發展，陳思誠的 「唐探宇宙」 ，逐
漸成為了一家老小春節檔期間 「闔家
歡」 時的重要選項。二○二一年的《唐
人街探案3》更是在春節檔期間狂收逾
四十五億元票房，穩坐去年內地電影票
房市場的第三把交椅。
另外，去年兩位大導演張藝謀和婁
燁都不約而同將鏡頭對準了諜戰故事。

二○二二年已經是新冠肺炎疫情伴隨電影觀眾走過的第三個年
頭，人們曾一度對疫情下的電影票房抱懷疑態度。然而，去年中國
電影總票房收穫四百七十二億五千八百萬元人民幣，超過前年兩倍
之多。其中，主旋律電影《長津湖》和親情電影《你好，李煥英》
同時刷新中國影史多項票房紀錄。
如果要以一句話概括二○二一內地年電影票房特點，筆者
認為展現了兩種力量，主旋律電影愈發深入人心，親情治
愈類電影佔盡風光。
劉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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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這股勢頭，與《長津湖》同期
上映的主旋律電影《我和我的父輩》，
亦表現不俗。影片引領時下年輕人 「憶
苦思甜」 ，以幾組父子關係串聯起歷史
上的大事件，深刻詮釋何謂家國情懷，
和平歲月離不開先輩的浴血奮戰。
比之內地觀眾對於主旋律電影的喜
愛，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主 旋 律 電 影 《1921》 去 年 在 香 港 上
映，選取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前在革命發
源地上海誕生的進程作為故事核心，並
起用眾多年輕演員參與演出，藉此拉近
年輕觀眾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距離，亦引
起全城熱話。
疫情圍城，論及二○二一年熱映的
主旋律電影，筆者還想提到香港導演劉
偉強的抗疫題材電影《中國醫生》，電
影不僅賺足觀眾眼淚，劉偉強和主演袁
泉還憑此分別獲得 「2021東京．中國
電影周」 最佳導演和最佳女演員獎。拍
攝前後，劉偉強及團隊就深入一線做了
很多採訪工作，這部影片也足見他對於
真實抗疫事件感受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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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津湖》成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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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津湖》

《長津湖》無疑是二○二一年票房
之最大贏家，影片以抗美援朝為背景，
由陳凱歌、徐克及林超賢聯合執導，吳
京、易烊千璽、段奕宏、張涵予、朱亞
文等主演。電影於去年國慶節期間在內
地上映，振奮人心的戰爭場面配合年輕
人視角，再現一眾 「最可愛的人」 如何
贏下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關鍵之戰。影
片上畫之後，內地和香港的觀眾普遍感
受是 「那些犧牲在冰雪中的戰士，不應
該被遺忘」 。
可以說，《長津湖》激發出觀眾的
愛國熱忱，如此也成就了逾五十七億元
票房（人民幣，下同），超越《戰狼
Ⅱ》成為中國影史票房冠軍，並成為二
○二一年全球最賣座票房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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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首度嘗試
拍攝諜戰片《懸崖之
上》，於緊張刺激的諜戰之外，平添
光影美學效果，利用強烈的色彩對比，
打造肅殺、冷酷的電影場景；而婁燁的
黑白電影《蘭心大劇院》更是一如既往
地將 「藝術家脾氣」 貫穿始終，以 「戲
中戲」 模式、膠片攝影機的手搖鏡頭、
文藝片基調，詮釋諜戰背景下的人心抉
擇。
在中國電影頻頻 「爆火」 的一年，
沒有大場面、沒有大明星加盟的小成
本電影《揚名立萬》，定檔在寒冷的十
一月，最終卻以九點二三億元票房成為
二○二一年末從戲院跑出的一匹 「黑
馬」 ，予人驚喜。影片以時下流行的
「劇本殺」 鋪排故事，將多種電影類型
糅合，情節反轉再反轉，展現疫下電影
市場拓寬拍攝的更多可能性。

親情片「治愈」
原本以為會很快結束的新冠肺炎疫
情，成為了曠日持久的奮戰。時不時的
「就地過節」 ，令親情成為了彌足珍貴
的東西。這也催生了去年親情治愈類題
材電影的霸榜。春節檔，由賈玲執導的
《你好，李煥英》首映，導演賈玲以自
己母親為原型，雖選取時空穿越這一種
並不少見的敘事手法，卻也能憑藉母女
間最真摯的情感，於笑中有淚中，引發

▲《人潮洶湧》講述殺手故事。
◀《送你一朵小紅花》以癌症家庭為敘事主
體。

《怒火》重現港式警匪片格局
導演許鞍華
再次改編張愛玲
作品，拍攝電影
《第一爐香》，
也在去年上映，
但影片上映後，
出現了兩極分化
的口碑，大部分
爭議來自選角
上。但許鞍華敢
於改編拍攝張愛
玲作品，已經是
▲《怒火》由謝霆鋒（左）與甄子丹主演。
「明知山有虎，
際上映，縱使片中的打鬥及爆破場面依
偏向虎山行」 了。
然可觀，卻難掩製作硬傷，也因此產生
此外， 「反貪風暴」 電影系列之終
了叫座不叫好的觀影現象。
章《G風暴》在二○二一年年末跨年之

內地劇女性題材有突破
比之大銀幕上主
旋律電影的如火如
荼，內地主旋律電視
劇也愈來愈受年輕人喜歡，譬如二○
二一年由于和偉、曹磊等主演的《覺
醒年代》，該劇亦有在香港播映。劇
中出現的不少歷史人物可謂鮮活可
愛，成功贏得了香港和內地不同年齡
層觀眾的青睞，實現了收視和口碑的
雙豐收。
除卻《覺醒年代》，去年令人印
象深刻的主旋律電視劇還包括《理想
照耀中國》《功勛》和《山海情》
等。特別是扶貧劇《山海情》，聚焦
鄉村扶貧，以質樸的群像戲，呈現村
民生活，而他們的奮鬥精神，與現代
都市人別無二致。
主旋律之外，家庭劇亦充滿討論
性話題：《喬家的兒女》和《小敏
家》都講述縱然生活有各種風雨，總
要有向陽而生的希望；《小捨得》則
聚焦內地 「小升初」 等教育話題，呈
現普通育兒家庭的悲歡。
二○二○年，內地 「迷霧劇場」
電視劇《隱秘的角落》熱播，讓觀眾
感受到內地懸疑劇製作的高水準；二
○二一年 「迷霧劇場」 延續，趁勢播
出《八角亭迷霧》和《誰是兇手》
等，但熱度有所回落。然而，同為懸
疑題材的電視劇《掃黑風暴》和《真
相》，憑藉緊張的戲劇張力，給了觀
眾新的驚喜。
或許是生活太苦，人們就會想到
加點糖。近年，內地小甜劇發展勢頭

歷史+愛情

不錯，去年由楊洋、迪麗熱巴主演
《你是我的榮耀》以電競遊戲作為背
景，講述甜甜的愛情故事，在暑假檔
的電視劇市場可謂一騎絕塵。另外，
多部愛情小甜劇《月光變奏曲》《變
成你的那一天》《捨我其誰》等，亦
在市場上佔有一定份額。其中，《捨
我其誰》以甜寵劇題材推廣中國圍棋
文化，算是一次新嘗試。

古裝劇較少「爆款」
正因為觀眾都喜歡品那份甜，故
而由任嘉倫、白鹿主演的古裝劇《周
生如故》於播出之前，並沒有人會想
到它能成為一部 「爆款」 。作為一部IP
改編劇，《周生如故》是一齣徹徹底
底的悲劇，但主創卻打出一套 「組合
拳」 ，先以經得起考驗的製作手法，
讓觀眾追看，再以現代版故事《一生
一世》治愈《周生如故》大結局的虐
心。
此外，《我在他鄉挺好的》《雙
鏡》《愛很美味》繼續書寫女性故
事，且有了新突破，女性的生存處境
以及她們之間的互助，更加真實可
信。
相比較往年備受關注的古裝劇市
場，二○二一年內地古裝劇的關注度
略顯下降，周冬雨、許凱主演《千古
玦塵》，迪麗熱巴、吳磊主演《長歌
行》以及陳偉霆、楊冪主演《斛珠夫
人》，都沒能成為想像中的 「爆
款」 。僅年尾的《風起洛陽》，才重
新開啟霸屏模式。
《覺醒年代》在內地與香港都有不俗回
▼
響。

與內地電影業發
展相比，港產片近年
顯得有些落寞，然
而，二○二一年《怒火》（內地片名
《怒火．重案》）的出現，有力反擊了
這一說法。已故香港導演陳木勝，加之
主演甄子丹和謝霆鋒，銀幕上的緊張槍
戰、爆炸、兄弟對決，讓人再次看到那
些年熟悉的香港警匪片配方。該片最終
以逾十三億元人民幣票房的成績，排在
去年內地票房收入的第五名，並成為中
國影史港片票房冠軍。
本地電影市場方面，《梅艷芳》收
逾六千萬港元，成二○二一年最高票房
的香港電影。電影以梅艷芳一生，喚起
觀眾對於香港舊時代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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