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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峰

日前，李安在台北举行了新
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见
面会，对于这部以“120帧/4K/
3D”新技术为卖点的电影，李安
表示新技术是一个新的开始，希
望观众能够接受并享受全新体
验，谈到对电影的理解，他自认
为永远是“电影系的学生”，每次
拍电影都会把它当成第一次。

在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期间，李安就意识到3D是电
影的未来，但24帧的帧率带来
的抖动和频闪的问题，让李安下
定决心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经过了漫长的探索和试验，李安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 120
帧/4K/3D的规格拍摄《比利·林
恩的中场战事》。“其实数字电影
就应该是3D的，这跟人眼睛处
理信息的方式也很匹配。120帧
让画面没有抖动，4K让画面更
清晰，再加上3D，你会觉得离角
色很近。其实不是未来3D，是
我们还在过去，还停留在胶片、
2D上，未来电影就应该是这个
样子的。”面对拍摄中的种种“不
可能”，李安的秘诀是，“有一个
梦想很重要，一直坚持一直要
求，有些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发
生。现在对我来说，拍困难的电
影我没有兴趣，拍不可能的电影
才能提起兴趣。”

李安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新
片的放映问题。李安介绍：“全
球会有4到5个影院可以放120
帧版本，中国北京、上海、台北各
一家，美国纽约有家，洛杉矶的
影院还在沟通。”对于不同规格
在观影体验上是否会有落差的
问题，李安表示：“因为采用高规
格技术拍摄，数据量充足，所以
即使是24帧也会非常清晰，每
个版本我也都亲手去调，都会很
好看。”

用技术拯救电影？
□王不动

马云又要搞大事了！前天，阿
里巴巴影业集团和斯皮尔伯格名下
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在北京宣布合
作，计划将来以每年产出6-9部电
影。从表象的战略意义来讲，这是
斯皮尔伯格的公司自成立以来首次
引入中国资本，也是阿里巴巴影业
自2014年成立以来，首度以资本加
业务的融合形态与好莱坞一流娱乐
公司达成合作。这也是马云首次亮
相阿里影业的活动。

但从深层次来看，作为中国最
成功的商人之一，马云之所以对电
影念念不忘，其原因来自于中国电
影市场对他的极大诱惑。

阿里影业自成立以来的电影之
路走得颇为不顺。根据公开资料显
示，2015 年上半年亏损 1.5 亿元，
2016年上半年亏损在4亿-4.5亿元
左右。但从电影产量来看，阿里影
业又频频祭出大动作，陆续投资了

《碟中谍5：神秘国度》《忍者神龟2：
破 影 而 出》

《星 际 迷 航
3：超越
星 辰》

等好莱坞电影以及韩国电影《RE-
AL》。跟传统的电影公司思路不
同，阿里影业依然沿袭互联网思维，
那就是“烧钱”。2015年年底，阿里
影业从阿里巴巴集团收购淘宝电
影，后来更名为淘票票，在阿里影业
CEO张强看来，淘票票是打通阿里
系影视业务的重要平台，通过淘票
票可以连接消费者与电影产业的关
键环节。淘票票作为阿里影业在在
线票务与电影宣发方面的重要布
局，自然要舍得“放血”，单就市场推
广费用和面向观众的平台补贴费
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句话
说，阿里影业投资电影的利润，或许
可以养活一家中型的电影公司，却
不够发展淘票票花的。

和滴滴、Uber的套路相似，互
联网公司的发展都遵循一个逻辑，
先烧钱培养用户和流量，势必会有
大量的补贴，当用户具备一定黏性
后，减少补贴很快就会获得盈利，
但对于淘票票来说，用户数和销售
量是最重要的，只是现在它的前景
依旧不明朗。

阿里影业尚未享受到电影红
利，电影市场今年又呈
疲态，今年银幕总数共

计增加了3300块以上，但刚刚过去
的国庆档7天大盘总票房15.8亿，相
比去年下跌2.7亿，跌幅14.6%。如
果细心查看一下7天的电影大盘，可
以发现从10月1日的2.814亿到10
月7日的1.65亿，每日以千万级的速
度呈现斜线下跌的趋势。精明的马
云显然不会逆势入市，他看中的是中
国观影人数的增加，以及电影技术的
变革，不只是3D技术的发展，虚拟现
实等技术手段都在改变。“未来的娱
乐方式如何变化，未来的电影如何呈
现，取决于技术。”马云用电子商务的
变化来说明电影技术的发展，“以后
没有电子商务，只有商务，因为以后
大部分商业都是扁平和电子化的，而
没有电子商务和实体商务之分”。

马云现在烧钱，是在赌电影市
场的明天，虽然现在电影票房滞涨，
观众观影热情有所下降，但是随着观
影习惯的培养和电影技术的革新，国
内电影行业的未来依然是一片估值
洼地。而想要“赌赢”，马云就需要一
个领先于行业的合作伙伴，所以马云
选择了与“世界上最赚钱的导演”斯
皮尔伯格合作，后者将于10月14日

上映的电影《圆梦巨人》则是阿
里影业的又一次试水。

或许，斯皮尔伯格对电影
永远保持着的童真和梦想，正是

国内电影从业者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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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豪车特低价租售15515538249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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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海南养生房
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 83%年

均温度 22.7℃90岁以上老人

达 1.87万。大产权精装电梯

房 23.8 万起 0371-55698000

出租招租

●漯河商业中心1楼8间(可银行

珠宝)3-6楼60标间(可宾馆)临
商场车站停车场 13783078997
●新郑龙湖地铁口六层楼带院

可宾馆学校等 15237184369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 盛 中 心 87086666
●租航海路门面 15838299108
●陇海路工人路3层28间独栋

带院招租。另有宾馆2楼餐厅

招租可做私房菜 18703857098

出租仓库厂院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水电齐全，办公楼装修，餐厅

住宿齐全，陈女士13592690598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郑密路厂仓 13838260523
● 厂 房 出 租 13676958878

●东区厂仓出租 13598070218
●高新区厂仓院 13333852588
大型仓库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北盛

辉华仓储物流园内现70000㎡
招租证件水电齐可分租电话：

18237175283、18039678678

求购求租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校 区 优 先 。 1883818289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法律与咨询

●速办经济纠纷88883129调查

●成后收费56780000法院对面

●快速办理经济纠纷●调查●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专办经济纠纷 15617818787
纠纷15136244333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环评●生产许可证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办公司免房租 13837115290
●出租办公地点 13613868402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业速办各项资质56070010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租赁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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