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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终端以及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去中心化、非线性、网状拓扑结

构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可以说，新媒体构成了当下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

活的新语境，电影身涉其中，当然也面临着革命性的变化，“电影已经不能仅仅作为单一的媒介和艺术

样态来理解，它处于一种跨媒介的互动中，并且其本身也已经体现了新媒体的种种特征。”[1]新媒体既

带来了电影生产主体的变迁，也造就了受众地位的历史性变化；既带来了电影本体语言的激进变迁，

也造成了电影形态的重构与观影形态的巨大变化。应当看到，新媒体给电影的制作、传播与消费的全

链条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新媒体语境下的电影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美学形态。

一、新媒体语境中的电影

首先，新媒体带来了电影语言的激进变迁。汉森（Mark B. N. Hansen）在他的《新媒体、新哲学》（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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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斌：《从观看到游戏：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的形态重构》，〔北京〕《当代电影》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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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for New Media）第一章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新媒体的新究竟来源于何处?”俄裔美国学

者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在《新媒体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中梳理出了五个关键

性概念作为新媒体语言的本质属性，即数值化的再现（Numerical Representation）、模组化（Modularity）、

液态化（Variability/liquidity）、转码化（Transcoding）、自动化（Automation）[1]。在新媒体的五个特性中，

数值化的再现对应了数字虚拟影像生成技术的诞生，“使影像本体不再仅仅是由摄影机和感光材料按

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了, 与此相反，在数字模拟影像生成的技术背景下，影像恰恰是按照人的意

志，随心所欲地生成的。”[2]模组化与液态化代表着新媒体语言的碎形结构与非单一性语言，包含着新

媒体使用者被赋予变更作品的权力，这是电影越来越注重使用者、尊重互动性的真实源头。自动化与

转码化是视数字媒体为一种科学与人文间的相互转码，人与电脑之间的沟通。总之，新媒体语言的变

迁直接带来了电影语言的激进变迁，正如电影学者王志敏在《电影语言学》一书中指出:“数字化正在

迅速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并将电影带入一个革命性的全新的时代。这场革命不仅完全可以与有

声电影、彩色电影的出现相媲美, 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革命将使电影真正走出它自己的在创

造中使用的仓颉造字阶段。即将开始一个电影的在使用中创造的崭新的阶段。我们必须说，这将是

一个影响全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事件。”[3]

其次，新媒体带来了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变迁，这种文化语境的变迁影响到电影传播的每个环

节。传播学者曼诺维奇比较了十四世纪时印刷术的发明和十九世纪的摄影术出现，发现其虽然对彼

时社会和文化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但也只是影响一段时期的文化沟通；可是新媒体却绝然不同,它改

变了文化环境的整个生态 [4]。正像传播学者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所说

的，新媒体的急速发展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交流习惯与身份认同，这直接导致了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新的

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流行文化的产生。在这个场域内，各种文化不断交流、交锋、交融；同时新媒体也进

一步强化了资本流动，“而电影作为文化的先锋，是资本组织和表述的重要媒介方式，所以资本自然而

然要充分利用电影生产和传播的每一个空间。”[5]电影与资本在新媒体空间深层交汇，随着新媒体进一

步侵蚀民族国家地域的界限，各个国家的电影都被迅速裹挟入这一过程，从宏观上说这必将深刻影响

电影的世界版图；从微观上看，电影从生产、传播到接受的每个流程都必然会随之做相应的调整。

此外，新媒体的渠道与技术平台允许电影受众以新的方式进行集体身份的建构，实现特定的身份

认同。例如近年来中国本土电影在国内市场势如破竹：2015 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为440.69 亿元，其

中国产片票房为271.36 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在本土市场，中国电影十几年来第一次大幅度地

压制住了好莱坞，全年7部破10亿元的影片中，国产片占4部；票房前十的影片中，国产片占7部；票房

前二十的影片中，国产片占11部。”[6]而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美国本土电影票房过亿美元的26部影

片中，只有6部没有引进中国，中国电影市场已在某种层面上直接与好莱坞电影正面对抗。这个辉煌

的数字除了有中国影人的精诚奉献与优异表现外，还应看到本土市场观众的选择。一方面，由于中国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本身与西方社会有巨大的区别，现实语境孕育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现代性”，这是

独特的政治、经济元素在娱乐棱镜中的自然折射；另一方面，观众希望影片能够跟自身产生密切的联

系，希望可以从影片中观照现实、寻求自我，而新媒体的渠道与平台允许他们产生聚合、扩散意见，以

[1][4]Manovich，Lev.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MIT press, 2001, pp.49-63, p.38.
[2]余纪：《电影影像的本体论——从电影到后现代的美学发生学问题研究》，〔北京〕《当代电影》2001年第2期。

[3]王志敏：《电影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5]孙剑：《2015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发展比较暨国际传播态势研究》，〔北京〕《当代电影》2016年第2期。

[6]王辰瑶：《新闻使用者：一个亟待重新理解的群体》，《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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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体量产生一个集体身份，这个集体身份则成为影响电影市场的举足轻重的权力，须知，巨

大的体量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话语权。当然，这一现象正是由新媒体带来的，新媒体的研究者就发

现，“新闻使用者分化与聚合的频率和力量都加强了。新闻使用者的‘分化’已经达到‘个人化’的程

度。但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个人化的使用者又会以迅捷的方式聚合成庞大的公众。这种崭新的

‘分’与‘合’以及在私人与公共之间无缝转换的新闻使用方式是此前的新闻业从未碰到的。新闻使用

者不能再被视为简单的信息消费者，他们是一群‘以我们此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塑造、分享、重构和融

合媒介内容的人’。”[1]

二、交互性电影：电影形态的重构

从电影诞生起，无论处在任何媒介时代，关于电影本质的探索与争论从未停止过，“电影性”、“电

影化”、“生活流”、“木乃伊情结”等概念均指向电影的本体属性的探讨。安德烈·巴赞在《完美电影的

神话》中提到电影源自人类意欲再现世界全貌这一共同的念头，“貌似悖论的理由是，一切使电影臻于

完美的做法都不过使电影接近它的起源，电影确实还没有发明出来呢。”[2]那么，电影的起源是什么？

从电影理论先贤的论述中看，一类侧重电影与“真实”的纠葛，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如巴赞从纪实美

学与摄影本体的基础上寻找真实，以“现实的渐近线”再现现实原貌神话的实现。而对于克拉考尔来

说，生活的世界或物质的世界成为实在的聚焦，认为电影的创造性着重表现在其接纳和深入物质现实

的本领上，“电影必须导引我们深入物质生活世界, 否则它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说明这些内在的活动”[3]；

另一类侧重经验的世界、意识的世界：法国电影史家、理论家让·米特里( Jean Mitry)将电影从它既定的

社会经济环境中抽取出来，认为电影经验的本质特征侧重研究影片在观众意识中造成的联系，而这种联

系就是由叙述程序交代清楚的富有含义的虚构世界的显现[4]。而麦茨更明确地说电影是一种“印象”，

是一种影像，是虚构的、幻觉的、想象性的存在。也就是说，电影能给人以无比真实的“现实知觉”[5]。当

然，在电子媒介时代，影像的“造幻术”也引起忧虑，居易·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论述，鲍德里亚对仿

像会全然脱离现实世界的疑问都是一种焦虑的表达。

但是到了德勒兹那里，他在电影Ⅰ与电影Ⅱ中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真实与虚拟的全然两分，在柏

格森“现象学”的哲学基础上，他看到了一种类似“元世界”的“元电影”（metacinema），“电影的价值正

在于它捕捉了世间事物的分分秒秒的变化，它是与关于全体、运动、变化、绵延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完

全对应的艺术样式。这就是宇宙和存在的本相。”[6]一端是影像，另一端是世界，德勒兹的理论视域给

了新媒体时代的电影理论者以新的灵感与启示，学者克里斯汀·达利提出了“电影3.0：交互影像”的概

念。他认为在新媒体语境中，世界以革命性的方式被当代电影框架呈现，不仅仅是叙述一个个故事，

而是囊括了数字时代林林总总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网络性的联结、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等等。至于观

众，就像学者罗德维克认为，数字时代的观众不再是被动的、屈从于影像时间的观看者，而成为电影的

使用者，他们偏好沉浸式的观看与积极的控制[7]。因此，影像中的世界不再是一幅单一、孤立的图像，

[1]王辰瑶：《新闻使用者：一个亟待重新理解的群体》，《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4]参见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心理学》，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麦茨：《电影的意义》，刘森尧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6]应雄：《德勒兹电影1中的运动影像》，〔北京〕《电影艺术》2009年第4期。

[7]Kristen Daly.Cinema3.0:The Interactive-Image. Cinema Journal, 2010.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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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未完成的游戏，一个需要所有主体之间合力完成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达利认为时间影像

应让位于交互性影像。

对于交互影像来说，一类是人机交互，电脑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人们经验的方式与物质的物理性，

同时，人类的主体意识与文化影响了人机交互界面与使用模式。学者莫拉维奇（Hans Moravec）在《心

孩》（Mind Children）中甚至提到，人的心思（mind）将在可以从大脑下载到电脑，在与机器人结合后，获

得永生[1]。基特尔（Kittler）的媒体理论主张“媒体決定我们的境況”，人变成了生机人（cyborg）或有机

制动系统（organic cybernetic system)，并断言在这种媒体情境下，“所谓的人，一方面变成生理学，另一

方面則变成信息科技”[2]。这些可能催生某种全新形式的新型电影，如神经电影，生物电影等等。

另一类更为常见的电影的交互性发生在画框内。由于新媒体平台与使用主体的需要，不同媒体

的影像文本之间存在交互，传者与受者，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交互。这是一种接受与创造同时发生的双

重运动。在时间上，也回响着德勒兹所说的结晶影像：“它涉及的是现在和过去，其特征是过去和现

在、梦幻和现实难以识别，仿佛是一个结晶体的不同的面。”[3]正如“电影3.0：交互影像”的提出者达利

以诗一般的语言论述的：交互性电影的外延被打开了，不再是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也不是具有单一

逻辑、封闭的情感内核、一成不变的艺术成品，而是沉浸如一个具有多媒体交叉、互动频繁的世界中，

吁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一种可以让使用者游弋其中，不断阐释、创造的叙事世界[4]。学者斯蒂芬认为

交互性叙事是今天所存在的最为野心勃勃的艺术形式，因为它将传统叙事与视觉艺术、交互性结合在

一起[5]。交互性叙事特别审视叙事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新媒体技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者”的特

权，注重“听取”与反馈，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当成自己的前提，突出草根阶层、戏仿、解构的

重要性，这与德勒兹所强调的“游牧精神”是投契的。

我们也可以用交互性电影的本性去解释一些也许在剧作与电影美学上并不完美却能成为“票房

怪物”的电影，有些学者会将其称为“现象电影”，这只是表层，而并非本质，本质依然是满足了新媒体

时代的交互性需求。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周星驰导演的电影《美人鱼》在上映41天时累计

票房33.78亿，成为中国电影新的票房之王。这部如“票房巨兽”般存在的商业电影从剧作乃至美学的

各个层面都带有一定的瑕疵，即使是在一些周氏喜剧电影粉丝的眼里，《美人鱼》在结构的精妙性与情

感的满足度上都没有超越《功夫》。因此，这部电影的成功更多取决于叙事的交互性。它的交互性具

有某种包容性。一方面它当然是希望继续维系与周氏电影“铁杆粉丝”的巨大黏性，这就必须与周星

驰以往的电影文化相呼应，这个影像文本中有多处与《功夫》、《大话西游》、《少林足球》、《长江七号》等

文本致敬的“桥段”；另一方面，影像文本又不是激烈的“粉丝电影”模式，它具有一种独立的、自成一体

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一种狡黠的、对传统叙事的尊重。与《加勒比海盗4》那种激烈的排外性迥然不同

的是，它的影像文本是向“最大公约数”的受众敞开的。更需要看到的是，在《美人鱼》成功的背后，还

有电影与其他媒体中有关“周星驰”主题的不同文本交互叙事的结果，周星驰独特的从影生涯、他在网

络空间引发的争议性话题以及对巨大质疑声的三缄其口，以及知名媒体人柴静在彼时对他的专访,该
专访原型在央视《看见》栏目中播出，其后又在网络上获得巨大的点击率；特别在《美人鱼》上映一年

[1]Moravec, Hans.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Intellig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1988.p.112.
[2]Kittler, Friedrich A. Gramophone, Film,Typewriter.Trans.Geoffrey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Stanford: Stan⁃

ford UP,1999.p.46.
[3]应雄：《德勒兹电影2读解：时间影像与结晶》，〔北京〕《电影艺术》2010年第6期。

[4]Kristen Daly.Cinema3.0:The Interactive-Image. Cinema Journal, 2010.p.81.
[5]Meadows Mark Stephen.Pause ＆ Effect: the Art ofInteractive Narrative. Indianapolis. Ind．New Riders,2003.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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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片”的喊声，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粉丝在知乎、豆瓣、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自主地为周星驰的电影拉票、交流，从而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而电影《美人鱼》就成

为粉丝与周星驰“对话”的跨媒介文本。

新媒体在技术上实现了这种交互性平台的建立，就像美国媒体理论家莱文森(Paul Levinson) 指

出：“因特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

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因特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含一切的媒

介的媒介。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1]交互性影像是将创造性工具交给如此之多人

手中，交互性影像迎合了每个观影主体人性深处对影像源头控制的渴望。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

人的延伸”，交互性影像是生长在人性深处，而不是仅仅由新媒体技术催生，新媒体只是保障了它实现

的可能。回到巴赞关于完美电影的设问：何为完美的电影？应该是人们呈现世界的渴望以及与现实、

虚拟的种种纠葛，这正是电影吸引力所在，也是电影具有某种历久弥新的先锋性所在，电影一直在随

着它所处的媒体文化语境中前行,电影的形态在不断重构。不同时代电影创新的动力就在于新的技

术能不断开掘出、甚至催生出受众需求中未被满足的空白点。

三、使用者为中心的电影

交互性影像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催生出“使用者电影”（user of cinema）。应当看到，在新

媒体时代，受众的地位已急速上升，以至于研究者必须用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去命名与研究它。传播学

者麦奎尔（McQuail，D）注意到，作为一个集合性名称的“受众”越来越难于表征现实，而“使用者”(us⁃
ers)一词正在变得流行。《新媒体手册》的作者认为:“‘受众’这个术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仍然是适用

于大众媒介研究的，但是却很少适用于新媒体。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受众’正在变成‘使用者’。‘使用

者’这个术语能更好地表现出参与的多样性。”[2]可以说，受众地位的提高使电影从文化精英的小圈子

扩展到普通受众，而这种使用者为中心的电影改变了电影生产的方式与文化环境。可以说，“电影史

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意味着它对观众的影响方式的变化，每一个时期的电影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建构

它的观众。”[3]

首先，“使用者电影”改变了电影生产者与接受者的权力分配。莫尔在比较中做出如下概括，即在

数字可复制时代，文化的表现方式也经历了一种重要的转型。在独一无二的作品时代，膜拜价值

（cult value）构成了作品的价值；在机械复制时代，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构成了作品的价值；而在

数字复制时代，则是操控价值（manipulation value）构成了再现的价值[4]。新媒体给予了电影受众与生

产者进行权力再平衡的可能，新媒体对受众天然的亲和力与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便捷，如《纸牌屋》以大

数据的方式配置整套制作团队，再如国内电影市场红透半边天的 IP电影，IP直接由交互性电影催生，

IP不仅是体现新媒体重塑了电影生产的整个流程，文化与传播的语境变迁，更本质地说是一种由主体

催生的、交互性的需求。这些电影的制作规模与投入并不大，却依赖原生 IP（原创小说、动漫以至综艺

节目等）的深入人心和庞大的粉丝群，得到高票房收入以至口碑。IP体现着新媒体语境中以受众为中

心的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整合，在内容生产上根据观众的喜好来调整剧本元素、人物配置、情节设定和

结尾走向,表征着受众从电影生产的源头上就分享制作权力。

[1]〔美〕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01年版，第57页。

[2]王辰瑶：《一个亟待重新理解的群体》，《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美〕汤姆.冈：《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范倍译，〔北京〕《世界电影》2009 年第2 期。

[4]〔荷兰〕莫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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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电影”强调的是受众作为主动的意义生产者。正像本雅明发现彼时的电影可以成为受众

适应现代社会震惊经验的训练手段一样，电影从来不只是单一的内容消遣与情感排遣，它还可以帮助

受众去适应彼时生活情境。电影受众不再是一个无名的被动群体，影像使用者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

们在自身的生活情境中观影并产生意义。在电影《星球大战》、《哈利波特》系列中，粉丝（迷）群体在互

联网上缔结一种稳固的群体，为电影文本进行阐释、重构以及续写，“新技术媒介对网络迷群体文本的

传播与接受产生了巨大推动和影响。网络迷群体的活跃程度以及他们利用新媒介巨大的方便与自由

所创造出的影响力, 迷群体如何表述自己，参与对所迷恋文本的传播与再生产以及个体消费下的全

球联结。”[1]当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与电影《无极》的对峙，不仅仅是大众与精英——这两

个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峙，更是在新媒体语境中成长的年轻人以一种令人咋舌的娴熟技术使用戏

仿、拼贴、解构以及不同文本间的指涉与讽喻来争夺对作品的“意义阐释”的权力，在新媒体时代使用

者有权力和动力参与到媒介生产的过程中来。在大众传播范式下，电影制作者作为文化精英是凌驾

于使用者之上的“告知”的权力，而在新媒体时代下，必须各个环节与使用者“对话”，哪怕进行的是一

种想象性的对话关系。

其次，“使用者电影”强调的是生活情景中电影的多屏共存。电影学者安妮·弗雷伯格认为，“世界

如何被框架可能与在这个框架中展现的内容同样重要。”[2]观影框架（屏幕）形体的变迁给电影也会带

来新的动力。电影不再仅仅是受众集体端坐影院，带着朝圣的心情等待黑暗中闪耀的银屏。电影从

仪式走向日常，新媒体“消除了影像与观众之间的物理距离、等级关系和线性结构，回到了观众的手

中、怀里、膝上”[3]。电影、电视、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的屏幕这一切环顾在受众周围。电影变成

“可触摸的”。正如罗德维克所言：“观众不再被动屈从于影像中那不可逆转的时间流中，而是在看与

读之间变化：一边沉浸于观看，一边热衷于操控，两者处于相互交叠的状态。”[4]如今，使用者观看新闻

可能同时会造成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连接、网络空间内的不同“位置”的连接，这就构建了一种复杂

的空间关系，例如弹幕电影就是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对接，它常常引起一种全民狂欢的观影氛围。

同样，在多屏时代，“跨界导演”也变得稀松平常。在“使用者电影”中，艺术品类的分界是消弭于无形

的，制作主体的身份也是在随时改变，新一代受众的异军突起也会造成新一批生产主体的诞生。

参与式电影代表作《女巫布莱尔》，受众的体验与其说是观影，不如说是做一个拼图游戏。电影文

本的信息是不完整与不确定的，一部分信息从电影中获取，其余来自于同名纪录片、网络上发布的花

絮等等。此外，“使用者电影”带来了参与式文化的兴起，表征着属于新媒体的“共建性”。例如需要受

众积极的搜索信息，从不同媒体的不同文本中自行完形，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作为使用者的受众，

“愉悦来自于搜索与浏览的愉悦，而不仅仅是观赏”。同样，作为“使用者电影”而出名的美国电影《科

洛弗档案（Cloverfield）》也是其典型一例，影片处处留有玄机，也处处应和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影片的

第一款预告片是在《变形金刚》之前播放的，主角杰森在影片中穿着一件“Slusho”T恤，“Slusho”其实是

曾经在 J.J.艾布斯的《双面女间谍》中展示过的一款软性饮料，同时也是这部影片的假名之一。主创 j·
j·艾布拉姆斯是美剧《迷失》（ABC,2004 - 2010）的创造者，他特别善于操作一类被网络营销的电影理

论家本·沃尔特斯形容为一个“虚拟现实游戏”（ARG）的电影项目。通行套路常常是主创在文本中设

[1]朱丽丽：《网络迷群体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海〕《编辑学刊》2012年第1期。

[2]Anne Friedberg.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MIT Press, 2009.P.2.
[3]张斌：《从观看到游戏：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的形态重构》，〔北京〕《当代电影》2015年第11期。

[4]Rodowick, D. N. Dr. Strange Media,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Film Theory . In Inventing Film Stud⁃
ies, edited by Lee Grieveson and HaideeWasson.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p. 37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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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许多扑朔迷离的线索，参与者可以在人物角色的MySpace页面或主创、演员的博客寻找可能的线

索。这些散布在新媒体平台上的线索有些是制作者提供，有些是粉丝，甚至有些是随机造访者提供

的，由此，电影成为一个广阔的、开放式的艺术项目（project），并且成为了承载“集体智慧”的集体空

间，具有一种可贵的共建性。“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是由皮埃尔·莱维（Pierre Lévy）提出的，

他认为“共建性”比“互动性”更准确，因为“互动性”是一个模糊的术语，而人们需要更多的是实际解

决问题的，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察，设计和评估的沟通合作方式。它需要可清晰识别，具有独一无

二的特性，并可以分配到一个给定的系统[1]。电影粉丝们之间的每一次点击、评论、转发、互动，都在网

络上留下痕迹，在“共建性”中，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的多。媒体理论家皮特认为“永无止境成为数码艺术

的审美本质”[2]。作为使用者的受众重写了新媒体电影的定义，不仅来自于电影故事内部的叙事纹理，

还来自于那些既支离破碎又错综复杂的事实碎片以及搜集这些碎片主体之间的互动，正是这些联系

与共建，导向对这个电影世界终极本质的探索。

可以说，新媒体改变了电影赖以生存的整体文化环境，渗透到电影从生产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

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来说，如何以新媒体作为电影发展的创新动力，积极适应电影形态的重构，

尊重受众地位的历史性变化，进一步适应新媒体文化语境中电影内容、美学形态与营销方式的变迁，

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平 啸〕

[1]Toward a Self-referential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Som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the IEML Research Program,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CCCI 2009, Wroclaw (Poland) 10.2009, in N.N. Than, K. Ryszard, C. Shyi-Ming (a cura di), Compu⁃
t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Semantic Web, Social Networks and Multi- agent Systems, Springer, Berlin-Heidelberg-NY
2009, p.22-35.

[2]Peter Lunenfeld.“Unfinished Business,”in The Digital Dialectic: New Essays on New Media, MIT Press, 1999, p.7.

A Study of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Film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Lu Lu Qiu Qimeng

Abstract: New media have change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film,bringing the radical changes in
the language and every production link of the film. As the drive of the reform of the film, new media have pro⁃
moted the interactive film which canachie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ilm texts from the different media,
between the communicator and the recipients. Actually, the interactive film has catered to the desire of the
mass who always tried to get the control of the source of the film, and it has allowed the audience to build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e film respect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the
audience, becoming the film for users. And the audience can coexist in the situation of multi-screens, high⁃
lighting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co-construction.

Keywords: new media; the interactive film; the film for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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