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青春有了动感的浪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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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纱电影" 作为新生事物"

必将开启从照片到影视时代的转

换 # 艺术照片时代也将成为过

去 " 转变为婚纱影视时代 #

!!

月
!"

日举行的好莱坞影视城开

拍仪式就表明" 我市现在的年轻

人也紧跟时代潮流" 结婚纪念已

悄然走向影视化#

据介绍" 婚纱电影又名婚纱
#

影$

#

影$ 艺术电影" 是一种前

期引用电影镜头拍摄方法" 使用

$%

动画制作前景和背景 " 后期

加入人物素材制作成的视频格

式# 拍摄$ 制作$ 剪辑$ 特效$

后期完全是影视制作的流程" 其

影视拍摄$ 后期特技" 是好莱坞

模式 " 简单地说就是拍艺术电

影" 摄制流程是完整而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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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国有了第一家拍

摄艺术照片的影楼" 随着数字产

业的进步 " 技术得到根本的改

善 " 婚纱 $ 写真照片几乎到了

人人必拍的程度# 但有一种这个

行业的尖端产品被娱乐界$ 明星

们所垄断" 这就是个人影视化艺

术产品# 婚纱电影绚丽的影视化

画面$ 电影中风花雪月的场景"

这些似乎离我们很远 # 大众只

能用照片做成的电子相册表一下

心愿# 艺术电影的出现" 让我们

有机会尝试影视的感觉# 婚庆界

自从出现了婚纱影视艺术" 就很

快流行开来# 如今" 在周口一些

高端的婚纱影楼" 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在大城市迅速发展的新业

务" 开始引进婚纱影视设备#

拥有婚纱电影形式" 可将婚

纱电影作为影楼里的一项产品销

售# 顾客选择拍一套写真照" 再

加拍一套艺术电影" 等于直接提

升消费$ 提升公司的营业额" 将

艺术电影作为套系内的产品# 这

样" 可以提升成交率$ 降低同行

竞争压力 " 而顾客也得到了最

炫$ 最亮$ 最时尚的产品" 实现

了影楼$ 顾客双赢#

据悉" 这种婚纱与艺术电影

相结合的形式不仅吸引影楼消费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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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人 " 对儿童 $

大学生$ 老年人等都能适用" 节

日祝福$ 个人或企业形象展示等

都能在影视艺术里实现# 这种在

大城市十分流行的婚纱影视艺术

已经来到了周口" 也必将掀起一

阵强烈的旋风# 位于川汇区生态

园的好莱坞影视城 " 占地
")

多

亩 " 总投资
!)))

多万元 " 一期

影棚占地
")))

余平方米 " 拥有

拍摄景观
"))

余个" 是目前河南

规模最大的专业影像拍摄制作平

台" 这对于周口的婚庆消费者来

说" 无疑是一个福音#

婚庆知识

婚纱电影拍摄方式
我们常见$熟悉的婚纱

*#

就是婚纱电

影的产品类型之一# 婚纱电影展现了全新的

影视形式概念和内容蕴涵"强调人物性格和

视觉风格"通过拍摄展示电影作为个人艺术

的魅力" 以及表达被拍摄者独特的个性"成

为大众婚纱摄影$写真必拍的艺术品#

艺术电影是为让摄影行业从艺术照片

进入影视艺术时代而创造的"婚纱电影是真

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 使中国各年龄阶段

的人们拥有除了艺术照以外的更高端的影

视艺术影片# 让普通大众也可以拥有曾经是

明星专属的影视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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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潮流

为什么要拍婚纱艺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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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影像$ 视频$

*#

$ 电影的大

众化和互联网的普及" 婚纱$ 写真已经

进入完全影视化时代#

而今"

*>#

的绚丽画面$ 广告片

里的柔美身姿
?

其实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风尚一代& 艺术
#

影的出现" 将把翻

相片$ 照数码$ 看电子相册变成历史"

让我们一起来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与艺术

电影的视觉盛宴#

人生是美好的" 而作为一生大事

的婚庆仪式" 更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展

示您个人魅力的最佳平台" 是实现您明

星梦想的最好舞台# 童话里的公主不再

遥远" 梦幻里的天使就在身边# 让生命

留下动感的精彩" 让婚庆走出传统的模

式" 这是一对新人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应时代而生" 婚纱艺术才得以蓬勃发

展" 展现出无限生机和活力#

可是" 没有表演经验可以拍婚纱艺

术电影吗'

#

影的拍摄不需要任何表演经

验( 有经验的您可以尽情展示 " 完美

发挥) 没经验的您可以初涉荧幕 " 体

验快感#

拍电影时" 明星也是一个镜头一

个镜头地拍# 我们现在拍的是艺术影

片" 不需要对白" 只是情侣与个人动作

上的唯美互动# 化妆师$ 灯光师$ 摄像

师$ 导演$ 美资师围绕在您身边" 给您

全方位的服务和沟通" 给您自信" 为您

指点#

化妆师$ 灯光师会给您最恰当的

造型和环境" 美资师会在现场指导您

的拍摄动作" 前期还有导演与您沟通#

您一定会释放紧张的情绪 " 融入拍摄

的氛围中" 体验到当明星的快感 " 这

个时候" 您就是美丽的精灵 $ 世界的

主角( !发庆"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