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票房引发的“小镇青年”话题

《前任 3 》是 2018 年的首部国产“现象
级”电影 ，也是一部票房与口碑撕裂的争议
之作。这部豆瓣评分仅为 5 . 7 的影片，却收
获了将近 20 亿的票房，其中有一半左右是
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年轻观众贡献的。

有媒体给这部分观众冠以“小镇青年”

之名 ，并给出了这样的群体画像——— 小镇
青年，通常生活在相对富裕的三线城市，随
着高铁线路开通 ，距离大都市可能只有两

三个小时车程。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在父
母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份得体的工作 。比
起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小镇青
年们很可能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和
更高的消费力。

和《前任 3 》一样 ，小镇青年这个群体
本身，也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人吐槽他们
的欣赏水平 ，甚至批评他们“文化素养普遍
不高 、审美水准低”；有人看到了他们爆发

的需求和市场潜力，这些曾长期被市场忽
视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新一轮消费升级
中的主力群体 ，不止影视文化产业 ，在汽
车 、手机 、网购等领域 ，都呈现出“得小镇
青年者得天下”的态势 ；还有人感慨，所谓
的“小镇青年论”其实是个伪命题。

第 62 期议事厅 ，新华每日电讯邀您
一起带着客观的眼光，读懂“小镇青年”。

本期策划：刘晶瑶

【编者按】

“小镇青年”，正在成为
一个金光闪闪的消费群体。

过去，品牌商们普遍
会认为，一线城市机会更
多，用户群体更大，而三线
及以下城市通常被忽视。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不
被重视的三四五线城市，
正显示出万亿商机，三线
及以下城市的年轻人，已
经成长为消费市场中的重
要力量。

根据天风证券研究所
的描述，一个典型的“小镇
青年”，通常生活在相对富
裕的三线城市，随着高铁
线路开通，距离大都市可
能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

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
在父母的安排下在老家有
一份得体的工作，无心在
一线城市打拼，但生活质
量很高。

比起一线城市的年
轻人和白领阶层，“小镇
青年”们很可能拥有更多
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和更
高的消费力。他们不必面
对房贷压力 ，日常开销
低，工作压力小，拥有较
多闲暇时间去消费 ，海
淘、出境游也成为生活中
重要的调味剂。

除了更多的消费时间
和更高的消费力，从整体
人口规模看，三线城市的
人口数是一线城市的 6 倍
左右；未来消费升级的重
点消费群体，必然在人口
规模更大的三四线城市。

而且，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小镇
青年”的本地化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作为一线城
市的上海常住人口，在 2015 年首次出现了负增
长，人口回流的现象确已出现。

作为新一轮消费升级的主力群体，“小镇青
年”拥有着自身独特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和消
费观念。

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的消费观念存在较大的
差别，新世代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
更强。上一代中国人，在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环境下，养成了高储蓄、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多
年来养成的消费习惯并没有跟上财富增长的步
伐。新一代青年更加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

从消费信心指数看，“90 后”年龄群体的消费信
心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作为富有个性的
消费群体，“90 后”群体购物的态度更加开放、
喜欢尝鲜、有着更强烈的消费意愿。

“小镇青年”又推动了哪些产业和品牌的爆
发呢？

1 、汽车厂商渠道下沉。汽车是最能代表消
费水平的商品之一，也是“小镇青年”的出行“标
配”。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
三线以下(含三线)城市的汽车消费中端市场成
长最快，价格区间在 8 万～ 18 万元的汽车消费
增长最为明显。

三四线城市也是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未来
仍将稳定增长。2010 ～ 2015 年，三线以下(含
三线)城市豪华车销量的复合增长率达 31% ，
高于发达城市的 25% ，需求增长空间很大，豪
华车企销售渠道可尝试下沉。

2 、海淘流行。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2016
上半年中国海淘消费报告》显示，随着跨境电商
的发展，消费市场呈现出普及化的特点，其中，
三四线城市展现出比一二线城市更大的消费能
量。中国海外购物消费人群正由一线向二三线
城市延伸，二三线城市的增速尤其明显。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 2016 年上半年海购增速占比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7 7 . 5 7 % ，二 线 城 市 上 涨
8 4 . 3 2% ，而三线城市增速更为明显 ，达到
108 . 65% 。

3 、OPPO 和 vivo 逆袭。崛起的 OPPO 和
vivo ，俨然成为中国手机行业现象级的企业。借
助在中国小城市以及农村市场份额的高增长，
OPPO 和 vivo2016 年在全球市场的手机出货
量中分别占据了第四、第五的位置。

4 、电影市场爆发。近两年，中国的电影票
房市场，高歌猛进，“小镇青年”是最核心的票房
贡献力量之一。以 2017 年春节档票房为例，超
过 33 亿，超越去年，同比增长 8% 左右，扣除
2017 年年初将网上售票服务费计入票房的部
分外，实际增长率应该在 4% 左右。增长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的所谓“小镇青年”。

三线以下(含三线)城市票房崛起的同时，
一二线城市的电影市场却已近乎饱和，北京和
上海在全国城市票房占比呈现下滑趋势。

“小镇青年”，正成为中国消费增长的重要
力量。这个群体的消费崛起，将重塑消费市场，
企业对消费群体的定位及战略，将决定企业的
未来。 （Kent）来源：媒介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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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论”其实是个伪命题
孙佳山

在 21世纪进入第 2 个 10 年之后，我们已
经习惯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刷新票房纪录。从一
开始的一年破一次纪录，逐渐过渡到一季度破
一次甚至一月破一次；我们已习惯中国电影票
房总量冲破百亿元门槛后高歌猛进，向着赶超
好莱坞的愿景，不断吹响进击的号角。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小镇青年”这个模糊的
概念，开始出现在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中。近两
年，“小镇青年”已成新闻界、中国电影理论界的
热点话题。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被认
定为支撑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新观众和新增量。

然而，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小镇青年”
概念尚不能有效地理论化。那么，究竟什么是
“小镇青年”？对这一概念的辨析和讨论，实质上
也是对当前中国电影票房如何可持续增长以及
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趋势的认知和考量。

票房来自“小镇青年”还是金融狂欢

新世纪院线制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的播放
体系开始由一二线城市、东部地区，逐步扩展到
三四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商业地产的不断下沉和互联网售票的普及，都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中国电影票房增
速实际上太快了一些，在现有的理论模型中并
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解释。

在不断绽放的票房礼花之外，上座率(过去
10 年左右一直在 15% 左右)、观影人次和人均
观影次数等被光鲜亮丽的票房掩盖的关键数
据，其实并无显著变化。换句话说，“小镇青年”
并不足以完全支撑起还在飙升的票房神迹。

“小镇青年论”的问题在于，它让不了解电影
产业的民众误以为近年来有一批“小镇”上的“青
年”陆续走进了电影院。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统计显示，目前有八成票房仍然来自一二线城市。
因此，一定有一些新近出现的、不在我们视野里的
新现象和新生事物，左右着当下的中国电影。

此前的《叶问 3》票房争议，足可视作中国

电影票房繁荣背后深藏危机的冰山一角。
近几年，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系

统性变革，众筹、私募、基金、完片担保、保底发
行等一系列与“小镇青年”相比极为陌生、高
冷、看似与电影产业并不相关的金融概念，开
始频频出现在制作、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从

《小时代》《后会无期》到《港囧》《美人鱼》，无论
相关各方是否愿意面对和承认，中国电影在很
大程度上已成为金融衍生品。

从前期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宣发，一
部影片在面世的全过程中所需的全部资金，在
当下都可以被打造成标准化的理财或信托产
品进行融资。这意味着，电影只有在影院放映
才能收回成本的商业模式，在如今已几近被淘
汰。最极端的情况下，一部影片可能甚至尚未
面世，就已提前收回成本。

在今天不断高涨的票房神话下，票房冠军的
门槛在几年间就由上亿元暴涨到 20亿元级别。
这种甜蜜的“允诺”，自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热
捧——— 但凡一部影片取得了票房佳绩之后，相关
投资方都在股票市场等金融领域大快朵颐。

在这个意义上，票房已经在金融衍生品的逻
辑下被充分证券化。而所谓的“小镇青年”，在何
种意义上能参与这场金融狂欢？作为想象中的中
国电影的新观众、新增量，他们又在何种意义上
能参与到事关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模式的探索？

中国电影产业也要“去杠杆”

诚然，中国电影若想真正获得理想中的自
主、自足的发展空间，必然要进行金融创新。如
果能将过去所无法逃避的种种风险，分解成多
种不同风险偏好的融资项目，当然可以为中国
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只不过，中国电影的发展还远远无法挣脱
中国经济的宏观大环境，原有能源、房地产和资
本市场上的“热钱”，在近几年迅速涌入到影视
等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领域，中国电影在最近
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杠杆。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目前的电影产业

本身还没有跟上文化产业金融化的节奏和浪潮。
截至目前，我们还只有武打、宫廷、冯氏喜剧等屈
指可数的几个成熟类型，电影版权和衍生品等领
域还极不规范，更遑论由专业法律保护的、健全
的投融资资金监管和退出机制。

我们相信，在国家已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来培育的宏观政策利好的支撑下，
整个文化产业都将在未来五到十年迎来持续、稳
定的放量式增长，中国电影自然也不会例外。

自然，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不断提及
的“去杠杆”，也适用于中国电影。当前盛行的已明
显超过正常区间的金融资本运作，已经绑架了中
国电影，中国电影票房事实上呈现出了股票和房
地产市场上已经和正在出现的“泡沫”。

承担金融风险的永远是普通观众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再回到 2013 年开始
成为中国电影界流行概念的“小镇青年”时，
隐藏在这一浮萍式的印象描述背后的种种时
代症候，就已充分暴露：众筹、私募、基金、完
片担保、保底发行等概念所指向的，或者说真
正在承担这些金融风险的，永远都是那些普
通观众。一旦票房神话破灭，最终遭受损失的
也只是他们。

当前，在中国电影这种通过放大市场渠道来
扩大行业规模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下，一旦票房
增速落后于影片和院线的增速，“小镇青年”恐怕
将不仅不再是中国电影的新观众、新增量、新未
来，更有可能像股市和楼市中被收割的“散户”一
样，被结构性地掠夺和洗劫。

在 21世纪的第 2 个 10 年，院线制改革以来
的中国电影，其生产、发行、放映等几乎所有领域
的顶层设计，都面临着这个时代严峻、残酷的挑
战。而所谓“小镇青年”，则直击着中国电影全行业
的痛点和要害。

我们显然不希望看到“小镇青年”在中国电影
产业的繁荣中沦为待宰的“散户”，因为那意味着
最大的输家不是别人，而是中国电影本身。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小镇青年”崛起是文化消费新增量
曾于里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2018 年中国电影市
场的第一部“现象级”会是《前任 3》，该片的票
房很可能会突破 20 亿元。《前任 3》艺术性并
不高，却取得如此票房佳绩，评论界不约而同地
将其归因于“小镇青年”的崛起。

“小镇青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
化消费现象，甚至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重
要关键词。谁是“小镇青年”？“小镇青年”对于国
产电影意味着什么？

“小镇青年”如何扛起国产电影票房

《前任 3》上映后便遭遇了口碑危机，评分
仅有 5 .7 分，首页的短评几乎都是一星———“又
是平庸到不行的片子，戏剧手段单一”“为什么
不能评零分！这部刷新我看过的烂片底线”……
但它的票房却连连攀升，并且后劲非常足。

谁创造了《前任 3》的票房奇迹？“小镇青
年”。一方面，《前任 3》受众更偏向于三四线城
市，即所谓的“小镇”。数据显示，该片的观影人
群 中 ，来 自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观 众 占 比 高 达
47 . 4%，是同档期影片中最高的；一线城市观众
占比仅为 12 .2%，远低于国内影片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年轻观众群体即“青年”占比高。
淘票票数据显示，对比几部影片的受众，《前任
3》24 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 68 . 9%，远超其他
竞争影片；专科及以下学历观众占 38 . 8%、工
人/服务人员占 22 .2%，为竞争影片中最高。

一边是《前任 3》的票房奇迹，一边是影评人
对《前任 3》的高调批评，甚至有人激愤地说：“这
电影如果票房超《妖猫传》《芳华》，将是对中国
电影最大的侮辱！”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悖论？

“小镇青年”这一概念的流传肇始于 2013年
郭敬明导演的两部《小时代》，郭敬明以“小镇青年”
自诩，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小镇青
年”作为文化产业消费群体崛起的影响和意义。这
里所说的“小镇青年”，主要指生活在中国三到六
线(县城)城市、年龄在 15～ 24岁的人群。应该指
出的是，这里的“小镇”并非真实意义上的乡镇，而
是代表了和一二线城市相对差异化的消费生态。

“小镇青年”潜藏着巨大消费潜力。一方
面，“小镇青年”人数庞大，是一线城市的好几
倍；另一方面，“小镇青年”消费能力更强。有

人曾这样描述“小镇青年”的消费画像：“不是
钱多，而是可支配的钱多；不是为了消费而消
费，而是靠消费来消磨时间。”“小镇青年”正
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对于电影市场同样如此。2016 年《美人
鱼》获得了“小镇青年”的热烈追捧，票房一骑
绝尘，荣升第一部票房超过 30 亿的国产影
片；2017 年《战狼 2》的票房突破 56 亿，杀进
了全球电影票房 TOP100 的行列，其 80%
的票房来自二线以下的城市……可以这么
说，“小镇青年”是制造电影票房狂欢的决定
性因素，一部电影如果能够发动“小镇青年”，
它的票房绝对不会差。这一现象的潜台词是，
在大多数时候，“小镇青年”是沉寂的。

近年来，中国的影院数量、银幕数量持续增
长，这主要得益于电影市场向三四线城市尤其
是广大县级城市的渗透和下沉。不过，我们的影
院虽然多了，年度人均观影次数却只有一次；银
幕数增加了，全国平均的上座率却仍处在 14%
～ 16% 之间。

也就是说，“小镇青年”并没有随着银幕的
增加而更多地走进电影院，他们并没有充分地
被吸纳进既有的产业结构中，成为电影增长的
不竭动力，只能为个别电影间歇性地提供能量。

吐槽“小镇审美”不如打磨类型片

尴尬的是，“小镇青年”也一直被视为国产电影
内在品质裹足不前的障碍，在批评者看来，“小镇青
年”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审美水准低。这就触及到
一个核心问题了：“小镇审美”真的如此不堪吗？
“小镇青年”该为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平“背锅”吗？

很显然，“小镇审美”并非粗糙的庸众，只是
他们的口味更趋主流和大众化。《前任 3》之所
以受青睐，在于它是一部勉强合格的商业类型
片。它艺术成就不高，思想性不高，的确比不上

《妖猫传》和《芳华》；但它主题明确、叙事流畅，
中规中矩地讲述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情感故事，
就像是毫无营养但还算美味的爆米花。

无论是对“小镇审美”的指摘，还是对《前
任 3》的批评，本质上是对国产电影改革方向
的分歧，我们需要倡导的究竟是像《前任 3》这
样的商业类型片，还是《芳华》这样的文艺片或

《妖猫传》这样有追求的大片？商业片与文艺片
难道只能非此即彼吗？

从全球影史来看，商业类型片从来就是电影
市场的主体和主流——— 任何成熟的电影市场都
是如此，电影是高投资、高风险项目，没有商业化类
型化，市场稳定性就差，风险可控性不足，整个市场
就是脆弱的，电影的良性发展便缺乏动力。

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即，影迷们津津乐道
的是《三块广告牌》《伯德小姐》，但这些口碑爆棚
的电影的北美票房都不可能敌过像《极限特工
3》《星球大战 8》这样的商业类型片。支撑起好莱
坞市场的不是奥斯卡获奖名单上的电影，而是
“好莱坞模式”制造的商业片。

商业片并不可耻，商业片和文艺片不仅不
是非此即彼，反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商业
片把电影盘子做大做强，独立的、试验的、先锋
的、小众文艺片才可能有生存的空间；同时，文
艺片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也反哺商业片乃至
整个电影产业，提供变革方向。中国电影当然需
要《芳华》和《妖猫传》，但同样需要《前任 3》；我
们需要精致的米其林餐厅，也需要能满足更多
人需求的小吃快餐。

国产电影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是我们
的商业片很多，但类型化不足。所谓类型化，通俗点
说，就是歌舞片得有歌舞片的模式，盗墓探险片得
有盗墓探险片的模板，励志喜剧片得有励志喜剧片
的套路……每种类型的材料、质感、用途、消费者都
不同，因此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制作工艺、美学标
准。但我们的不少商业片，走的是 IP+流量明星+炒
作宣传的路径，类型杂糅、不伦不类、粗制滥造，除
了商业气息浓厚，什么也没有。

另一个问题是，文艺对商业片的反哺不足，

商业片格调普遍不高。优秀的商业类型是可以既
迎合又部分提升观众价值品位的，像 2017 年引
进的几部非好莱坞电影，比如《摔跤吧，爸爸》《天
才枪手》就是范本，《夏洛特烦恼》《港囧》《前任 3》
等备受诟病的原因也在于此，从商业类型片角度
上看，它们的确符合流水线水准，但从思想性和
艺术格调上看，也确实不算太高。

“小镇青年”是国产电影的“蓝海”，是文化消
费的新增量。如果我们的电影不能满足“小镇青
年”的需求，不能为更多区域、城乡的“小镇青年”
提供更多具有基本工业水准、让他们喜闻乐见并
乐意走进影院的影片，国产电影的发展前景将很
难乐观。同样地，如果不能在满足“小镇青年”需求
的基础上，适当引导，并不断提升国产电影的审
美水平，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准也很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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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片和文艺片是相
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商业
片把电影盘子做大做强，
小众文艺片才可能有生存
空间。同时，文艺片的技术
革新、艺术探索也反哺商
业片乃至整个电影产业。

国产电影目前存在的根本
性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商
业片很多，但类型化不足；
另一个是，文艺对商业片
的反哺不足，商业片格调
普遍不高

“小镇青年”并非粗糙
的庸众，只是他们的口味
更趋主流和大众化。“小镇
青年”是国产电影的“蓝
海”。如果我们的电影不能
满足“小镇青年”的需求，
不能为更多区域、城乡的
小镇青年提供更多具有基
本工业水准、让他们喜闻
乐见并乐意走进影院的影
片，国产电影的发展前景
将很难乐观

众筹、私募、基金、完
片担保、保底发行等概念
所指向的，或者说真正在
承担这些金融风险的，永
远都是那些普通观众。一
旦票房神话破灭，最终遭
受损失的也只是他们。到
那时，“小镇青年”恐怕将
不再是中国电影的新观
众、新增量、新未来，而是
成为被收割的“散户”

在不断绽放的票房

礼花之外 ，上座率 (过去

约 10 年间一直在 15% 左

右 ) 、观影人次和人均观

影次数等被光鲜亮丽的

票房掩盖的关键数据，其

实并无显著变化。换句话

说，“小镇青年”并不足以

完全支撑起还在飙升的

票房神迹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