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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逻辑下的网络影视创作趋势
张富坚

影视与互联网的融合，已经成为影视行业
的新常态。2020年疫情期间， 人们的居家在线
娱乐时间大幅增加，使得网剧（网络连续剧）网
大（网络大电影）的点播时长和频次都激增，也
让本就蓄势待发的制作发行方和流媒体平台
更加明确了升级发展的方向。

当下的全球影视制片发行业存在两种基本
逻辑，其一是好莱坞逻辑，其二是互联网逻辑。

随着我国网络经济的创新力不断提升， 网络影
视制作与发行行业也在力图摆脱对好莱坞逻辑
的模仿，开创一条既符合我国文化市场规律、又
能充分体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发展道路。

而在疫情背景下，相对好莱坞逻辑，互联网逻
辑优势凸显，预示着未来制片业的变革。网剧
网大行业将互联网逻辑推升至新的水平，其内
部发生着蜕变与升级，尤其体现在制作、发行
与分账模式的变化中，与好莱坞逻辑渐行渐远。

效仿与打破

好莱坞制片发行与分账模式一度是全世
界追赶与效仿的业界标杆。

我国影视行业采用分账模式起源于 1994

年，当时为了改变国内电影市场的局面，时任
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提议以国际通行的
票房分账形式， 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以
发行收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电影事业。当年
底，广电部电影局批准该建议，提出每年可以
进口 10部 “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
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开始了我国电影的
大片时代和分账时代。

好莱坞逻辑诞生于 20世纪 20年代末，其
时经典好莱坞的成功使得制片公司习惯于以
某种受欢迎的影片为模版， 进行批量生产，随
后逐步形成以片厂制为基础，通过发行渠道与
院线分账的工业化流程。 概括起来说就是：在
内容生产上用经验说话，在分账模式上为片厂
着想，在发行推广上迎合大众口味。但互联网
的打法则针锋相对， 在内容创造上以数据支
撑， 在分账模式上有灵活性且兼顾各方利益，

在发行推广上讲究精准与分众。

时至今日，在网络流媒体平台介入影视制作
与发行的背景下，好莱坞逻辑越来越不能适应市
场变化，传统好莱坞的商业份额被日渐侵蚀。自
2013年《纸牌屋》获得黄金时段艾美奖“原创网
剧”提名以来，以网飞、亚马逊和苹果为代表的
流媒体平台持续地进行着一场影视业的商业变
革，纷纷推出自己的网剧网大产品，在发行与分
账制度上打破了传统好莱坞的坚固壁垒。

当下，我国影视市场也在拆解着以往的包
袱，不断进行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新。例如，网大
已经历了从网络短片、微电影到网络大电影三
个层级的跃升。而这距爱奇艺公司在“网络大
电影成就梦想”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网大”概
念，不过 6年而已。

诉求与优化

粗制滥造一度是网剧网大的标签。故事情
节拖沓冗长、表演做作、制作粗糙等弊病，实在
让人难以对网剧网大产生好感。承受着过去数

年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相应不良后果，影视公司
与流媒体平台都不堪重负。而疫情的出现则挤
压出巨大的市场份额，倒逼业界去思考，是否
有新兴的模式可以改善现状？

我们可以看到， 国内三大流媒体平台优
酷、爱奇艺和腾讯的自制剧离不开用算法分析
流量，也就是说，网剧网大的制作与分账，都需
要结合 IP流量的特点来进行研发。 这背后的
指向性很明确，即尊重用户的选择倾向，以此
作为剧集开发和盈利的科学依据。流媒体平台
各自开发的算法是一种综合实力的体现，先进
的收视习惯算法系统和跟踪技术促成了更优
质的内容诞生。

随着观众全面转向网络娱乐，如何评测观
众收视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在这个问题上网
飞公司曾走在前列，其自主开发的实时监控技
术能让网站掌握所有观众的观剧习惯， 并进行
量化处理和分析。 观众手中的遥控器表明了他
们何时按下暂停键、何时按下快进键、何时会倒
回重放，而这一切动作都有实在的意义，反映了
观众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累积而来的数据，让
制作方在最短的时间内获知剧集的成败所在，

并迅速发掘出情节点的优势与瑕疵， 以便在下
一季的编排和制作中及时做出调整。 这种收视
跟踪技术把传统电视媒体模糊的、 滞后的收视
率调查远远抛在了后面，在质量上超越了以往
笼统的数据分析，做到了有的放矢、精确打击。

而国内三大流媒体平台则拥有更为先进
的算法和大数据优势，它们用互联网数据指导
剧集制作，拥有特别的数据收集优势。对于观
众们在看什么、怎么看，平台了解得很多，这种
了解不是泛泛的了解，而是非常详细，且有数
据支持，包括观众在整个观看期间的点击和持
续时间等信息它都能悉数掌握。平台的数据库
是完全数据（大数据），而非抽样数据，分析师
们能知道每一个观众都在看什么、 怎么看，该
如何把这些数据转换为观众的欣赏偏好并进
行预测。

平台能够聚拢人气，能够掌控 IP流量，但
是这些数据需要转化，有了算法的加持，数据
才会有意义，技术优势才会赋能内容生产与分
账体系。 好在流媒体平台自诞生的那一天开
始，自带互联网基因，它们天然地有处理海量
数据并转化成商业决策的潜在诉求。只不过在
疫情期间， 大量用户转向在线娱乐的特殊时
刻，这种诉求的紧迫性才显现出来。流媒体平
台注重的是剧集、用户、收益等综合因素的结
合，将这些因素全部计算精确，并构建出动态
的模型，那么网剧网大的发展就会自然越来越
好。所以简而言之，流媒体平台算法的优化，实
际上就是一种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化。

机遇与风险

好莱坞逻辑下的影视行业已经太局限于
以往的经验，此刻正是需要去打破一些既有规
则的转折点。在这样的微妙背景下，互联网逻
辑下的网剧网大制播方式无异于给处于迷雾
中的影视行业提供了灯塔。

流媒体平台尊重和推崇用户的个性化定
制，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弊端。传统模式是由投
资方、 制片人或导演决定剧集的生成内容，再
通过平台单向推送， 观众只能选择看与不看。

而在大数据营销时代，各种即时的习惯的收集
和统计成为可能，它们持续暴露或反馈了用户
需要的内容。传统的内容制作商必须对此做出
主动的回应。

随着网剧市场的进一步开拓，网剧类型经
历了迭代， 越来越多的精品网剧受到观众好
评， 如 《破冰行动》《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

《奔腾年代》《大时代》等。制作精良的网剧也吸
引了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追看网剧也成为
观众的全新选择。 根据网视互联统计数据，

2020年 1至 4月份，除《囧妈》《大赢家》等免费
网播的影片， 全网上线的网络电影共 260部，

其中票房分账破千万元的网络电影就有26部。

其中《奇门遁甲》不仅开创了双平台（爱奇艺和
腾讯视频）联播的先河，而且以 5323万元的累
计分账创造了我国网大最高票房纪录。 除此之
外，《封神榜·妖灭》《狙击手》《鬼吹灯之龙岭迷
窟》《九指神丐》分账也都超过 2000万元。

在制作方面，看看浙江横店影视城的开机
列表，就能基本判断当下和一两年内的国产影
视剧风向。此话并不为过，随着影视业的逐步
复苏， 横店影视城也迎来了开机潮。6月初，横
店各大影视基地进行拍摄以及筹备的剧组已
达一百多个，其中网剧网大占六成。在制作方
面，看看浙江横店影视城的开机列表，就基本
能判断当下和一两年内的国产影视剧风向。

当下的网剧网大市场， 机会与风险共存。除
了流媒体平台之外， 也有多家传统影视公司进
入，跃跃欲试者众。在制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方
面，网剧网大制作、发行与播放平台的潜力正酝
酿着爆发的潜能，但谁能获得这轮商业模式变革
的红利？无疑，未来影视行业将经历一场深刻的
调整与洗牌，可能只有少数具有技术能力的公司
才有机会。但无论如何，希望这场变革带来的是
一缕春风，而不是一阵暴雪。

转型与空间

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0 年 5 月 13 日发布
《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对电
影行业企业 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电影行业企
业提供税费政策支持， 但仅限于电影制作、发
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

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这意
味着网剧网大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造血功能
实现发展。那么，从业者如何主动改变公司，撼
动行业，自我革新？

从消费群体来看，我国观众主力已发生代
际转换。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成为文化消费
的主力。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费与以往制造业产
品和生活日用品消费有所不同，它还有一个培
养消费群体的过程。 它往往不是以销定产，而
常常是以供给具有冲击力的创新产品来扩大
内容消费，即在产业链上以产创需、以创引需、

以新导需、以产谋销。这可能是好莱坞逻辑给
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制作播出留下的唯一遗产。

移动终端的普及让各行业实现了融会贯
通， 评分机制近乎日渐成为人们选择消费的重
要途径指南， 这是好莱坞逻辑下从未出现过的
全新事物。 而决定影视作品评分的永远是内容
质量———从剧本、导演到制作的质量。目前，资
本、IP、编剧、制作人、明星都已经入场，政策也在
驱逐市场劣币， 内容的生产已经突破了一定的
量级， 但是其内容品质是否能延长用户的付费
周期还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市场正在经历从蓄
水养鱼到结网捕鱼阶段， 从资本市场到消费者
都希望有真正的力作、巨作来破局。

网剧网大能否趁此机会转型，依靠算法与
数据进行内容生产决策，形成优质内容生产机
制的闭环，这将成为各大视频平台的会员付费
模式能否企稳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影视公司
唯有改变自我，从制作、发行的各个环节主动
拥抱互联网逻辑，挣得市场空间。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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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50 元能买到
什么？一份网红炸鸡还是
一杯网红咖啡？在刚刚结
束的 “深夜书店节”，这
个问题有了全新的答案：
一张“深夜书桌”和属于
阅读的深夜 4 小时。

位于复兴中路的思
南书局，在周末的夜晚，
推出了一杯饮料、一份点
心加一张专属书桌的阅
读“套餐”。晚上 8 点到
次日 0 点，整整 4 个小时
的时间，只要预约一张
“深夜书桌”，就能在书
的世界与自己的灵魂安
静相处。
“深夜书桌”推出的

那几个周末，正是夜生活
节如火如荼之际。书店
外，是属于夜市、街头艺
人表演的热闹与烟火气；
书店里，静静的夜读是另
一番滋味，另一种清雅恬
适之乐。

福楼拜总是白天休
息、凌晨写作，村上春树
喜欢凌晨 4 点起床写作。
许多作家都说，最有创作
灵感的时间是深夜。同
样，夜晚是最能体会阅读
快感的时间。作家林语堂
的笔下，“夜读”的妙处是
这样的：“在风雪之夜，靠
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
菰（香烟）一盒，哲学经
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
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
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
得了读书的兴味。”

冬天的夜读是温馨
的，夏夜的阅读是清新
的。深夜时分，假如灵魂
需要一处栖息与安放之
处，书桌无疑是最佳选
择。但世界上的书桌很
多，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书
店里的这一张？在对读者
的调查中，“学习氛围
好”“图书选择多”和
“与朋友会面”成为最常
见的三大理由。由此看
来，在书店里的夜读，相较于自己家中的夜
读，更多了几分社交属性和社会意义。

正如作家孙甘露所说，上海素有不夜城
之称，夜上海不只是白天的延伸，也是城市
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书店、咖啡馆、美术
馆、影剧院，既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休
憩、宽慰和熏陶的场所，更是城市文化滋生、
确认和传播的舞台。一本书不只是在枕边陪
伴你，它也许有一万种方式等待你去邂逅。
而阅读的方式各种各样，除了读纸质书，读
画、看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阅读”。除
了深夜书店，在上海，夜游美术馆、夜游博物
馆同样蔚然成风。

大自然的夜，是寂寞的。没有灯光的地
方，夜是漆黑的。在古代，夜读生活，往往与
刻苦勤学联系在一起。“白发无情侵老境，青
灯有味似儿时”，是南宋诗人陆游追念儿时
对灯夜读的滋味写下的名句；东周的苏秦刺
骨夜读，汉代的孙敬悬梁夜读、匡衡为求夜
读凿壁偷光，晋代的车胤用纱袋装萤光虫
看书⋯⋯相比古人，今天的夜读生活要美丽
优雅得多。当然，阅读所指向的未必是靠读书
改变命运，但阅读从来是充盈人生的不二法
门。夜读是一种兴趣，更是人生的一个好习
惯。因为阅读而被点亮的城市之夜，应该是富
有魅力的———现代社会，灯光不再稀缺，而我
们缺的也许是心头的那点灯火。

阅读，最能带来希望的光。这些天，人们
为东莞图书馆的一则临别留言而感动。“我
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
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
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
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
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
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
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写下这则
留言的是来自湖北的 54 岁农民工吴桂春。
吴大哥说，东莞图书馆的 24 小时阅览室是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做完事或无工可做时就
去那里看书。可以想见，多少个夜晚，他的时
光是在图书馆与书相伴的。不光是吴桂春，
有东莞市民在网上留言，这间 24 小时阅览
室，庇护了很多外来务工者。他们或许生活
不算富裕，但精神世界是饱满的。

一座城市是不是“愈夜愈美丽”，有多少
霓虹璀璨，固然是重要的指标；有多少张“深
夜书桌”，多少盏属于夜读的灯光，是这座城
市的内涵所在。如果说“深夜食堂”温暖的是
人们的脾胃，那么，“深夜书店”“深夜图书
馆”则是滋养心灵的地方。“深夜书店节”落
幕了，夜读生活仍可“愈夜愈美丽”。

《隐秘的角落》应彰显社会学层面的解读
曾于里

悬疑网剧《隐秘的角落》成为近期口碑最
好的国产剧，也是历年来口碑最好的国产悬疑
剧之一。 单纯从制作层面上看，《隐秘的角落》

的确体现出了电影质感，无论是美术、摄影、构
图、打光、配乐还是细节，都有不少可以让人细
细咂摸的地方。

该剧改编自紫金陈的悬疑小说《坏小孩》。

小说讲述的是三个小孩无意间撞见一起杀人
事件后，开始敲诈勒索、“买凶杀人”，并以精心
策划的谎言骗过所有人。《坏小孩》出版时曾引
发不小的讨论， 因为无论题材还是尺度上，对
于中国悬疑小说都有所突破。

《隐秘的角落》的主体情节延续了小说———

三个小孩目击少年宫数学教师张东升杀人事
件； 不过剧集在三个小孩的人设上做了极大改
动，小孩之“坏”均被剔除，结局也成了“善恶皆
有报”的故事模式。如果《隐秘的角落》只做到
这一层，那么它的深度就弱于小说，也不会得
到这么高的评价。 编剧和导演高明的地方在
于，在这个光明的表层叙事底下，还有一个隐
秘的黑暗叙事———它与小说的主题暗通款曲。

剧集增加了一个小说中没有的设定：杀人
犯张东升， 与好学生朱朝阳都喜欢数学家笛卡
尔， 剧中也一再提及关于笛卡尔死亡的两个版
本。在童话版本里，笛卡尔与美丽的公主突破重
重阻力相爱；在现实版本里，公主根本就不爱笛

卡尔，笛卡尔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背叛。

《隐秘的角落》通过种种细节埋下伏笔，抛
给观众同样有两个故事版本：你是选择相信美
丽的童话，还是选择残酷的真相？

故事究竟是哪一个版本，取决于朱朝阳最
终成为怎样的人。《隐秘的角落》引人深思的不
应仅仅是导演的叙事技巧，更应是朱朝阳的选
择———他是如何变“坏”的？

因为朱朝阳不是个例，他是某一类孩子的
缩影，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剧中的朱朝阳
刚上初中，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班级第一。他成
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因
为父亲有了外遇，他被判给母亲。父亲重新组
建家庭， 他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

父亲将大部分爱都给了妹妹， 对他疏于关心。

母亲在景区上班，经常不在家，他也能照顾好
自己。

这是一个聪明、独立、懂事的孩子。但他内
心也有“隐秘的角落”：他一直渴望父爱，一直
努力讨好父亲，对于妹妹他既羡慕也有隐隐的
嫉妒；母亲给他的爱过于强势，只关心他的学
习，这让他个性沉默甚至有些压抑。哪怕如此，

他仍有着善恶是非的判别标准，“隐秘的角落”

从未占过上风。

但究竟是什么时候，“隐秘的角落”的阴影
悄然扩大，直至占据朱朝阳的内心？父亲对朱

朝阳的怀疑， 是朱朝阳个性变化的转折点。朱
晶晶不幸在少年宫坠落身亡，那一天朱朝阳恰
巧在少年宫， 不过警方已认定与朱朝阳无关。

一段时间后，父亲带他去喝糖水，还给他买了
泳镜，他开心极了。但他意外地发现，父亲在包
里偷偷放了录音笔，想套他的话，父亲仍在怀
疑他。朱朝阳假装不知道，非常“懂事”地说了
煽情的话让父亲心生愧疚。这一刻，父亲终于
下决心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儿子已不再是曾
经的儿子。

父子俩离开糖水店，一只苍蝇落入乳白色
的糖水里。这个静默的细节，不仅说出了朱朝
阳对于父亲的信仰、 对于爱的信仰在坍塌，也
意味着“黑暗”开始浸染他原本纯洁的人格。

朱朝阳进一步黑化，是他被朱晶晶的舅舅
王立绑架之后。张东升救了他，但在他面前杀
了王立。警察找朱朝阳做笔录，他面临一个两
难———是否告诉警察真相。说出真相，妹妹坠
楼时他在现场的秘密将被揭晓；避重就轻搪塞
过去，他就成了张东升的同谋，在变成第二个
张东升……当朱朝阳得出结论：父母对他的爱
充满了自私和交换，“隐秘的角落”终于占据了
内心。曾几何时他多么渴望爱，而今爱似乎不
重要了，他选择聪明又自私地生活———自己才
是可靠的，一切都是为了利己。

我们总是热情讴歌孩童的单纯，这是因为

他们就像一张张白纸，没有瑕疵。可正因为孩
子是白纸，涂抹的笔的颜色才至关重要———白
纸上涂抹的是彩色，那么孩子的个性就是彩色
的；白纸上涂抹的是黑色，那么孩子的个性也
可能走向晦暗。朱朝阳曾是一张白纸，上面曾
有斑斓的彩色，如今黑色掩盖一切。但观众对
这个“坏孩子”的情感却十分复杂，因为他本身
也是家庭悲剧、社会悲剧的受害者———成人世
界的强势、冷漠、自私、残暴不断挤压着他、伤
害着他。

《坏小孩》结尾，朱朝阳日记最后一行字写
着，“好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啊”。这是他真实的想
法，也是每一个“坏孩子”真实的想法。因此剧集
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版本的结尾， 更是一
个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提问：社会、学校和家长
是否充分意识到， 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每一
张白纸的颜色？我们想让孩子学会爱，但我们是
否给他们更多冷漠？我们想让孩子诚实做人，但
我们是否曾在孩子面前反复耍赖撒谎？

孩子内心有“隐秘的角落”，这并不可怕，只
要家长给予孩子强大的爱、 信任与支持， 包容
他、接纳他，孩子就会学会与阴影相处，内心阳
光普照。只可惜，不少成年人不仅没有做到这一
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反倒成为孩子内心阴
影的一部分。如何避免“朱朝阳”成长为“张东
升”，是剧集之外我们都需要检视的问题。

《奔腾年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