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上， 也有传统电影
院提供类似的私人影院服
务，但没有形成一定风向。

星美国际影城市场部经
理杨静介绍， 他们影城一直
有提供影视点播业务，有200
部左右的经典老片可供自由
选择。“点播老片只能包场，
除了普通大放映厅， 还有一
间21人的小VIP厅，单人票价
约为新片的1/3。”杨静表示，
包场点播的情况也有市场，
大部分为学校、 商务人士及
朋友聚会使用，“因为影院格
局的限制， 对这类服务提供

有限，但确实是有市场。”
万达影城一位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私人电影院的出
现是差异化经营的体现。在
放映设备、声光效果上，小影
院肯定不能和大影院拼，所
以打的应该是服务牌。”

“不可否认，私人电影院
因为其小众性、自由度、观影
私密性及多种配套消费等优
势，已经开始兴起，并很有潜
力成为传统电影院的有力补
充。”李胜说道，未来的主要
工作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
下进行规范化经营。

声音

差异服务有市场，需良性发展

9月4日下
午， 长沙市开
福区湘江世纪
城 一 私 人 影
院， 几位顾客
在观看一部好
莱坞大片。也
许是嫌大影院
太吵太闹不自
由， 近年选择
来私人影院的
人越来越多。
实习生 任梦龙
记者 田超 摄

这类影院在经营资质上
也让人忧虑。李胜介绍，开设
影院须办理影视放映许可
证、工商营业执照、消防安全
许可证等， 销售食品的还需
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因
装修材质有很大火灾隐患，
消防安全是影院最严格的一
道坎， 这些开设在居民楼里
的私人影院很多可能就是无
证经营，监管难免会有疏漏。

株洲的喻盈盈就坦承，

自己的影院确实没有办理任
何执照。 私享影音方面则表
示，除了在消防部门备案，没
有办其他证。

“消费者选择影院时，可
以查看前台是否悬挂相关证
件， 看看包厢及通道是否配
备齐全的消防设施。” 李胜提
醒道，由于是新兴行业，在政
府监管方面仍处于空白，随着
这一行业的发展，未来还需要
相关部门进行规范和疏导。

不少藏身住宅楼无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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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包厢式影院现身长沙

9月4日下午，尽管不是休息日，还是
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来到位于五一大道
的一家名叫光影里的私人影院，点上喜爱
的影片，窝在小包厢的大皮椅里，过一把
包场看电影的瘾。

这家影院并不大，目前仅有4个包厢，
每个包厢在十到二十平方米左右，可以容
纳2人到10人不等。室内的陈设很简单，一
张舒适的大沙发、一个茶几，一套播放设
备及一块投影幕。“我们有上千部片源，顾
客可以随意点播。国产、好莱坞、日韩等大
片、文艺电影应有尽有。不过，刚上映的国
产片一般不能同步观看。” 影院老板刘先
生介绍。

私人影院主要通过网络进行推广，在
美团、58同城等网站上， 长沙就有6家私
人影院的团购和推广帖， 分布在五一大
道、湘江世纪城及岳麓山等地，主要开在
商住楼或居民楼内，少有一楼门店。收费
以一部电影的时间为限，根据包厢大小而
定，如小包厢一般容纳2—3人，价格为48
元—98元不等； 中包厢适用于4—6人观
影，价格为58元—188元不等；大包厢能
容纳7—10人左右， 价格在68元—288元
不等。

开在岳麓山一带的麓湘印象私人影
院今年又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附近开设
了第二家分店。“生意还不错， 尤其周末、
节假日等高峰期必须提前预订。” 麓湘印
象店老板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顾客的主
要群体是年轻人，以情侣约会、朋友相约
和带小孩的家庭聚会居多。

模式或从株洲兴起

事实上， 这种新鲜的观影模式不只
长沙有， 株洲甚至走在了前头。 长沙光
影里影院刘老板对该行业做过调查，他
表示， 这种模式其实是从株洲兴起的，
他也是先在株洲体验再取经复制到长沙
开店的。 目前， 长沙的私人影院数量不
会超过10家， 但株洲已至少有20多家，
且大多是今年开业的。 相对而言， 株洲
影院装修、 环境属于中低端， 长沙普遍
豪华些。

他还透露，今年以来，株洲私人影院
迅猛发展，甚至出现了“打价格战”的恶性
竞争，“有些装修老旧、效果稍差的影院为
了抢客源，看一场电影收费甚至降到了十
几元钱。”

株洲小麦私人影院老板喻盈盈是个
80后， 她的影院位于株洲新华西路王
府井楼上，今年6月才开业，她创业前
的市场调查结论印证了之前刘老板的
说法。她告诉记者，芦淞区是株洲商业
繁华地带，感觉生意还不错。她的影院
虽然是新近开业，全场四个包厢几乎每
晚都能放映两三场， 由于她的定价是
根据同行来的， 也隐约感觉到了同行
之间的竞争， 一有影院降价她也会跟
着降。

在“私人电影院”包场看大片

大影院只能看新片， 私人电影
院则有大量原版片和经典片供选
择，国产片一般比大影院晚半个月。

体
验

新鲜事物出现监管空白，片
源、版权、消防等方面还需要相关
部门进行规范和疏导。

争
议

长沙、 株洲等地出现多家私
人电影院，小包厢适用2人，大包
厢可容纳10人。

现
象

冯小刚的《私人订制》
火了后，这个词汇也不再是
这部电影的专属 。 如今以
“私人订制” 为卖点的经营
性场所已不再少见，从前几
年流行起来的私人会所，到
公寓居民楼中遍地开花的
私房菜， 再到私人影院、私
人酒吧。

虽然提供的消费服务各
不相同， 但形式却颇为类
似———它们往往位置偏僻、
没有醒目的招牌，不做广告
也不招揽生意，想要知晓具
体地点，只能靠顾客的口口
相传； 它们的接待能力有
限，如果要去消费，可能需
要提前预订甚至必须是会
员，而且总是出人意料地爆
满……

人们为什么钟爱这种私
家消费场所， 个中原因不禁
引人深思。

“吃私房菜、 看私人电
影，最注重的是一种‘家的感
觉’。”有人这样说。相较于
大酒店里千篇一律的菜单、
电影院里死板的排片表，人
们更愿意和热情的老板聊
聊天，吃上几道口味独特的
家常菜，或是窝在沙发里看
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服
务品质并没有下降，但个人
体验却要好得多。” 加之由
于减少了租金，又省去了诸
多费用，其在性价比上也更
具优势。

不过， 也需要工商、消
防、 食品安全等多个方面进
行疏导， 帮助这些“私人订
制” 的经营场所提供更加规
范的服务。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郑旋

“私人订制”
缘何受偏爱

观察

“很像KTV， 沙发
座非常舒适，真的是看
电影的绝佳之地。”有
不少网友会在团购消
费后评论“私人电影
院”的环境，而“私密性
好”则成为大部分体验
过的观众提到频率最
高的一句话。

“特别适合带孩子
来， 平时去大影厅担心
他吵到别人， 现在关上
门， 想怎么闹腾就怎么
闹腾。”家住开福区北国
风光小区的张女士暑假
里带着女儿和侄子到私
人影院看过两次电影，
对这一模式赞不绝口。

记者在私享影音
采访时，正好碰到了徐
先生一个人在小包厢
看电影，他自称是电影
发烧友，也曾从事影院
行业。“我喜欢原版片
和经典片。传统影院只
能赶新片，私人影院却
可以满足我更多的需
求。”徐先生说，经典的
片子比如《肖申克的救
赎》、《阿甘正传》 院线
肯定是没有的， 私人影
院还能看到一般国内
不会上映的片子，比如
《招魂》、《死寂》等国外
恐怖片，因为国内上映
在这块限制较严。

记者坐在沙发椅
上体验了一把，播放画
面很清晰，来自包厢四
面八方的声音很是震
撼。“私人影院既要营
造出传统影院般的观
影气氛，又要能提供家
一般的舒适环境。”影
院老板罗琦表示，光一
个包厢的放映设备、沙
发椅及装修花费就要
几万元甚至上十万元。

私密个性化
服务成亮点

体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这些私人影院几乎都有成百
上千部片源， 但无一例外都
是主打国外片， 其中光影里
影院的国外片更是占到了总
片源的7成。

谈及片子的来源， 大部
分影院负责人言语中都闪烁
其词，声称有专门渠道，不便
告知。 也有一位负责人毫不
讳言地透露， 影片基本是通
过视频网站下载后再播放
的， 还有部分片子是从设备
商、片源商那里购买的，主要

是一些国内院线尚未批准上
映或不能公开上映的影片，
其中包括了国外已下线和国
内尚未上映的影片。

对此， 湖南省电影行业
协会秘书长李胜指出， 国内
视频网站的影片规定了仅供
个人娱乐， 不能涉及任何商
业活动。 私人影院通过下载
影片对外营业进行扩散，实
际上已经侵犯了原创的版
权。此外，由于避开了监管方，
不排除有些影院会违规传播
未获播放许可的影视作品。

问题

网上下载后传播涉嫌侵权

一两个人就“包场”看电
影， 想看什么片子自己随意
选，还有工作人员为你倒茶端
水。这样的私人影院服务已开
始在长沙和株洲等地兴起并
流行。 面对院线有限的排片，
这种“私人定制”化的电影院
为影迷们提供了另一种消费
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