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中國紀錄片產業

副刊文化視野B6 ●責任編輯：張美婷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55月月88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5月8日（星期六）

2021年5月8日（星期六）

適逢「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創辦十周年，上個月於交易

廣場中央大廳舉辦的「十年補天藝
術展」邀請了十位本地藝術家包
括：麥家碧、b.wing、陸潤城、陳
紫君、華戈以及水禾田等，捐贈他
們的藝術作品來為機構籌款。其
中，本地兒童漫畫《麥嘜》的作者
之一麥家碧特意為是次展覽繪畫了
新的作品《春風化雨》、 b.wing
帶來作品《信望愛》、陳紫君繪畫
以愛為主題的水墨系列作品等。前
來的觀賞者能夠感受到一眾本地藝
術家對基層孩子教育方面的關注、
關愛和支持。「疫情之下，要避免
聚集人流，展覽無疑是籌款最好的
方式。更重要的是，這一班有心的
藝術家都認同我們機構的理念。」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陳葒
說。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營運十年全
靠民間的資助，過去曾經舉辦籌款
晚宴，也申請過賣旗籌款，卻因為
疫情而宣告取消。本次舉辦「十年
補天藝術展」，有別於過去的籌款
方式，藝術展覽對於機構、藝術家
和觀賞者都體現出各自的意義。本
次展覽的海報就由藝術家林嘉恒以
手繪電影海報的風格所製作，林嘉
恒亦將陳葒的面貌描繪在海報當
中，給籌款活動添上有趣的氛圍。
展覽中，作品《春風化雨》就以大
家都熟悉的卡通人物，將教育的精
神從繪畫中展示。書畫家華戈的作

品《眾生平等》亦恰好簡而精地道
出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的核心理
念。「『眾生平等』來自佛教的觀
念，而應用在我們機構裏面，眾生
的『生』，可以指學生。」陳葒認
為，人生而平等，學生也應該得到
平等的學習支援。

心靈成長比成績重要
陳葒十二年前從一所中學校長的

職位退下來，全心全意籌備、創辦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他的決心來
自於在職期間，親眼看見很多基層
學生沒有辦法在校外找到學習的支
援，也負擔不起補習的費用，在學
習上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基層學
生的學業成績追不上，逐漸和其他
同學距離拉得越來越遠，導致失
去信心、動力，甚至失去人生目
標，形成惡性循環。「當時是整
個香港的教育開始轉變，老師的
空間越來越少、學校資源分配錯
誤等原因，無法顧及到學生真正
的需要。」陳葒深刻感受到弱
勢、基層的學生在當時的教育生
態中所承受的壓力和困難，然後
就毅然辭去校長的職位。「我在
想我可不可以用教育制度以外的
力量來幫助這些學生呢？」陳葒

於是用了一到兩年的時間將非牟利
機構的牌照申請下來，並逐步建立
有系統的補習形式。

十年近兩萬名學生受惠
據了解，適逢「陳校長免費補習

天地」在首個十年已經為近兩萬名
基層學生進行一對一補習的配對，
以及給學生提供免費的才藝課程、
學前班等。被問到陳校長免費補習
天地在這些年的成效，陳葒除了告
訴記者具體的數字、學生的分數以
外，他特意強調相比學業成績，學
生的心靈成長對於他來說更為要
緊。「在分數的背後，更重要的是
學生自我形象和信心的提升，他們
對自己有期望就有動力，對往後的
人生有正面的目標。」陳葒提到，
基層學生很容易因為他們本身的外
在條件感到被老師、甚至社會遺

棄 。因此，他認為，縱然很多參
與補習的學生最後還是沒有升上大
學，但他們和義務導師交流、補習
的過程中，心靈上卻有很大的轉
變，義務導師讓他們明白自己至少
有人理解，並有人願意陪伴。「最
後他們都感受到溫暖。」陳葒說。

作品築橋樑勉勵學子
齊亮畫廊在本次展覽籌款中帶來

了數個藝術家的作品。畫廊創辦人
鍾臻智和陳紫君同樣感到機構的背
景能夠扎根階層的需要，堵住社會
的缺口。因此，作為藝術工作者，
兩人都異口同聲地提到藝術作品是
受助者和捐助者的橋樑，在捐助的
過程中不再是單一的關係，而是能
夠幫助帶動機構的籌款，讓受助者
受惠。同時，藝術作品也可以給捐
助者帶來心靈上的療癒和勉勵。

回顧電影歷史，剛開始的電影都是
簡單呈現和未剪輯的紀實類短視頻。
1895年，在盧米埃爾兄弟於巴黎公開
放映他們的發明「電影」之後，隨着
120多年的影像敘事、製作和傳播技
術發展，如何製作出更有深度的紀錄
視頻，人類一直都在摸索中前進。如
要理清紀錄片的定義，製片人約翰．
格里爾遜給出了相對可參考的答
案——「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紀
錄片重點是講述「這個現實世界」的
故事，而不是故事片「一個創作出來
的世界」的故事。尊重事實、面向現
實世界、有見證人作證，是一部紀錄
片必須堅守的倫理底線。
作為在文化傳播行業裏打滾的文化
工作者，文化和傳播的修煉是永恒的
話題，文化方面深挖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和新國情，才可以更好在傳播方面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本文按產
業數據、數量時長、內容選題、傳播
平台、宣發策略、國際傳播等幾方面
分別淺談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紀錄片
產業。
據2020年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

的數據，2019年中國紀錄片生產總投
入為 50.36 億元，同比增長百分之
9.4，年生產總值約66.6億元，同比增
長百分之3.3。中國紀錄片產業事實上
仍然在良性上升通道中，如不包括近
3年的紀錄電影數據，只統計電視和

新媒體紀錄片總產值，2019年同比增
長百分之10，高於2018年的百分之
2.7。
新媒體短紀錄片整體製作數量保持

增長，2019年全中國開播接近200部
新媒體紀錄片，以時長統計，10分鐘
內20部、30分鐘內90部、超過60分
鐘只有12部；以集數統計，有147部
小於10集。
短紀錄片的優勢是可以在短時間內

突出單點主題信息，主創團隊需要取
捨與打磨最亮的亮點；而長紀錄片則
需要主創團隊挖掘對特定人和事的深
度認知，呈現更垂直的事物本質給觀
眾，所以無論短和長紀錄片都非常考
驗主創團隊的水平。
按內容來劃分，新媒體紀錄片最受

歡迎的幾大類IP分別為美食、普通年
輕人的真實經歷和真情實感、旅行、
手藝、歷史和人文等。
而選題更加傾向時代感，就是在當

下時代的人與事所發生的故事，在製
作時需要努力找出觀眾和紀錄片裏面
人物與事件的共同點，努力找出時代
的最大共同點，所以故事性、信息
量、背後帶出的問題和思考都是製作
時需要考量的因素。
按傳播平台劃分紀錄片，可分類為

央視紀錄頻道、綜合頻道、中文國際
頻道、地方衛視專業和綜合頻道、院
線電影，以及本文關注的，近年對產

業升級轉型作出具大影響的，各種新
媒體網站APP等的發布平台。
在宣發方面，酒香也怕巷子深，新

媒體紀錄片趨向全媒體平台發布策
略，為了達到營銷推廣的最普及化，
結合熱點、題材和嘉賓等線上線下多
方聯動；為項目預熱、炒熱、持續加
熱；對IP粉絲持續拉新、轉化、留
存、運營社群等，是近年紀錄片項目
團隊不斷突破的環節。
在國際傳播上，近年中外紀錄片聯

合出品、聯合製作的新模式剛踏出了
新的一步，但如何在複雜多變的國際
形勢及西方主流媒體的慣性立場和觀
點中，建立國際傳播上屬於中國的平
台和品牌體系，在客觀公平、普世文
明的平等基礎上，以尊重事實的紀錄
片，作出有效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
依然是中國紀錄片產業需要長期努力
的大課題。
總結，中國故事國際化表達的「走

出去、走進去、走上去」雖然在起步
階段，但隨着當下國家經濟在疫情中
GDP領先全球復甦，整體發展勢頭甚
猛。中國紀錄片產業參照國際化經
驗，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廣
泛影響力傳播道路，兼顧傳播和市
場，可謂任重而道遠。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
傳播大使梁家僖

十位藝術家捐作品籌款

給孩子給孩子平等學習機會平等學習機會
世界沒有絕對的平等世界沒有絕對的平等，，但要是每個人都願但要是每個人都願

意多付出一點意多付出一點，，甚至放下自己的身段多為他甚至放下自己的身段多為他

人設想人設想，，或許能夠改善貧富懸殊或許能夠改善貧富懸殊、、資源錯配資源錯配

的問題的問題。。香港各個非牟利機構都肩負着不同香港各個非牟利機構都肩負着不同

的使命的使命，，為社會填補不同角落的缺口為社會填補不同角落的缺口。。早早

前前，，非牟利機構非牟利機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舉舉

辦了辦了「「十年補天藝術展十年補天藝術展」，」，冀通過藝術展覽冀通過藝術展覽

為香港基層學生籌款為香港基層學生籌款，，繼續支持他們提供一繼續支持他們提供一

對一補習的服務對一補習的服務、、爭取平等學習的權利爭取平等學習的權利，，讓讓

孩子能夠在健康的環境下成長孩子能夠在健康的環境下成長。。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陳苡楠

香港有眾多的非牟利機構，要成功
營運，陳葒認為機構必須首先回應到
社會的需求，讓人感到值得信任。與
此同時，機構的定位也要引起大眾共
鳴。以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為例，基
層孩子學習的困難顯然比較多人理
解，除了因為香港的教育本身存在問
題，在疫情之下也凸顯了孩子在物質
上的缺乏，這些都讓人更容易有同感
和同情。
被問到政府應該怎樣伸出援手支持

非牟利機構，陳葒就提到，政府其實
是有恒常撥款給特定的機構，但是多
年以來名單都沒有太大的改變。他認
為，每個年代社會的需求和問題都在
變，建議政府多關注新機構的方向和
服務對象。

首先，因為新的機構在營運和起步上相對
吃力，他們要比成熟的機構多花時間在籌款
上，這樣原本的服務就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另外，新興的機構其實在道出社會上新的問
題和有需要的群體。「在一筆過或者恒常資
助上，政府是不是可以開闊一點呢？是不是
有需要每年去檢視各個機構的服務呢？」陳
葒盼政府能夠多貼近時代和民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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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陳葒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陳葒

●●齊亮畫廊齊亮畫廊
創辦人鍾臻創辦人鍾臻
智和陳紫君智和陳紫君
（（右右））。。

●●書畫家華戈帶來書畫作品支持籌書畫家華戈帶來書畫作品支持籌
款款。。

●●藝術家陸潤城油畫作品藝術家陸潤城油畫作品。。

●●展覽展覽「「十年補天藝術展十年補天藝術展」」現場現場。。

●●藝人李佳芯支持活動藝人李佳芯支持活動，，創作了陶創作了陶
瓷作品瓷作品《《遊夢童心遊夢童心》。》。

●●林嘉恒的手繪電影海報林嘉恒的手繪電影海報。。

●●b.wingb.wing的畫作的畫作《《信望愛信望愛》》 ●●麥家碧作品麥家碧作品《《春風化雨春風化雨》》

今年是五·四運動102周年，為紀念這段
愛國運動的歷史，日前，香港菁英會29期
國情班同學舉辦了「五．四青年電影欣賞
會：中國抗日戰爭題材電影《懸崖之
上》」，以了解日本侵華時中國在東北三
省的戰事，以及中國情報人員如何與日軍
周旋。是次活動邀請了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副部長張志華出席致辭，他指：「五·四運
動與現在中國的發展都有着一個共同目
的，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到了現
在，這個目標已實現了一部分。而在香
港，我們要把握時機，進一步強化青年工
作模式，主動提供更多交流、實習、培
訓、就業機會。」他強調要循着四大方向
培養青年成為具國家觀念、有質素的新一
代。他說：「一、團結更多青年力量，培
訓出香港的青年骨幹、社會發展的核心成
員；二、深入社區幫助基層青年，幫助更

多的社會基層面對逆境；三、大力開展青
年交流活動，鼓勵青年到內地學習、交
流，感受中華文化及走到世界中心的自豪
感；四、提供更多就業創業機會，讓青年
人獲得投身大灣區的機遇。」 文：張美婷

菁英會播放抗日電影紀念五四運動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張志華致辭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張志華致辭。。

●●香港菁英會舉辦電影欣賞會香港菁英會舉辦電影欣賞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