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 "画皮#卖得好$除了自己做了续集$还
有人跟着做了"画壁#$一样的在"聊斋志
异#里找辙$一样的大旨谈情说爱! 就像香
港的武侠片$ 很多电影人在执着地寻找这
一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电影类型片的新出
路$ 于是我们看到重形式轻内涵的作品泛
滥成灾! 那些铁马硬桥的武打明星们打而
优则导!但是电影的质量如何%在拳脚和特
效的空壳下$ 还有多少中国功夫的精气神
在$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可以是一群有钱人的投资游戏$

但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 并不是普天下
的老百姓全都是高富帅和白富美$ 他们叫
底层$叫草根$叫 丝! 适当的将镜头聚焦
在他们的身上$看看他们如何活着$为什么
活着$活得怎么样$才拥有真正的内容和力
量$有了内容和力量的电影$才会在电影院
的黑暗里刺动我们或许已经麻木的精神!

近年来风评颇高的一些电影$ 像 "岁月神
偷#&"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钢的琴#

等等$都具有这样的品质! "岁月神偷#用童
年视角去观照一家人的磨难$ 那种温暖的
苦涩就是一颗催泪弹! 许鞍华宁静的镜头$

告诉观众平凡香港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
样的景象! 至于"钢的琴#$不仅仅是父爱那
么简单$ 还是老工业基地一二十年变迁中
的一个关于活着的缩影$ 生活在那片土地
上的人自然会理解其中的辛酸!

不怕土$也不怕难$更不怕不文艺$"神
探亨特张#也做到了$用最朴实的电影语言
赋予了镜头直指人心的力量!

!!

中国电影需要'新(浪潮!

首先$'新(浪潮不是'新浪潮(! '新浪
潮(是发生在法国的著名电影运动$并且席
卷了全球! 它革新了电影表演& 表现的面
貌! 对应在中国大陆$'新浪潮(就是文革之
后$中国电影形式和内容的全面解放$就是
第五代导演干的那些事儿! 而这里所说的
'新( 浪潮$ 不过是借用人家的名词一下!

'新($ 应该新在对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一定
面积的回归$对电影内容含量的提升$对电
影创作者心灵质量的增加的集体呼唤!

其次$中国大陆电影其实并不缺乏饱含
内容质量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很难找到丰
厚的投资和较大面积的放映渠道! 比如每年
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会涌现出许
许多多结实有力量的作品! 还有其他各种各
样的独立电影活动$成为了主流电影制作发
行渠道以外的一个桃源世界! 但是$这些片
子很难为广大民众知道! 中国电影需要'新(

浪潮$也包含了这样一层含义$就是呼唤投
资方能够为这类电影花点钱!

诚然$ 电影是一项太过依赖技术手段
的行业$ 但是这不代表花钱砸技术就一定
是好电影$不代表换了 %&就都变成了高科
技! 最终$还是要靠电影的质量说话!

中国不是没有好电影$也不是不能拍出
好电影! 我看老电影的时候$或许那些时代
的痕迹在今天看来有点荒唐和可笑$但是电
影本身内容的充实程度着实精彩$ 相较而

言$当下的很多电影则

单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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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月$ 大荧幕很繁荣$"四大名捕#&

"画皮 *#&"搜索#&"大武当#&"饥饿游
戏#&"马达加斯加 +#&"冰河时代 ,#&"超凡蜘
蛛侠#&"消失的子弹#&"听风者#&"-./0 住
爱#&"河东狮吼 *#& 新一集的 "蝙蝠侠#等
等$看上去足够眼花缭乱$仿佛一场视觉的
饕餮大餐!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
觉$当我们走进电影院$面对闪动的显示屏
选择影片的时候$突然会感到茫然! 看预告
片$每部电影都如神作一般$而坐进放映厅
之后$却感觉电影里的世界$还是离我们有
点遥远!

倒是在微博上锣鼓喧天的"神探亨特张#

让人眼前一亮$但是眼前一亮又如何呢%院线
留给"神探亨特张#的场次太少$翻回头$还要
在媒体上大肆宣扬"神探亨特张#的票房多么
惨淡!是挺惨淡的$惨淡到了有人想看却被电
影院告知'我们不放(的地步! 也许北&上&广
这样的一线城市还好一些$ 院线资源比较丰
富$在观众面前露脸的机会多些$或者依靠主
创人员在微博平台和文化圈内的号召力$颇
能拉来一票人马捧场$ 但是对于大多数非一
线地区和个人$院线的大荧幕是指望不上的$

恐怕还是万能的互联网靠得住吧!

"!

自公映以来$"神探亨特张#的风评毁誉参
半!看不惯正面描写警察的人$说片子虚假+看
惯了严整的商业片的人$认为故事零碎+喜欢
感官刺激的人$觉得片子不过瘾+文艺小清新
们$又受不了底层生活的灰蒙蒙!但是$就算别
人有一千条一万条不喜欢的理由$ 对于我$有
一条喜欢的理由就足够了,接地气!

什么叫接地气% 接地气就是百米大树没
忘了根$就是飞机飞得再高也要着陆$就是每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要回到活着这个命题
上$管你此刻是花前月下$还是别的神马高级

的人类活动$活着才是绕不过去的大事件$说
得文气一点$这叫生存!

"神探亨特张#接地气$虽然它是一帮衣食
无忧的文化人在微博上撺掇出来的游戏之作$

图的就是一个乐呵$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忘
本$没忘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底层老百姓在艰辛
地活着$坑蒙拐骗也好$遵纪守法也好$谁不是
在使尽浑身的解数$玩了命地好好活着%

不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一生下来$没
有谁被期待长大后会拥有邪恶的未来$ 即使
是影片中那些贼们$ 也都是被生存裹挟着踏
入了江湖! 碰瓷儿的白燕升$ 为的是赡养老
小!名叫张发财的贼头周云蓬$偷了钱用来行
善!作业本也不是真的混不吝$实在是生活所
迫没办法$才天天纠缠着警察老六!

能看到这些灰头土脸的社会现实和底
层$而没有你侬我侬的养尊处优$更没有无病
呻吟的粉饰太平$这就是勇气和魄力!这群文
化人正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引导观众的
目光$ 让真实的社会底层生活展露在我们的
文化生活中$并且努力渗透进他们的思考$成
为这个选秀时代里一支演唱鸡毛蒜皮的引吭
高歌! 这种风格和方法$我们已经久违了$它
曾经被成为'现实主义(!

#!

文学艺术从来就具有很多功能$ 阳春白
雪是伦常礼乐的高台教化之音$ 而下里巴人
则尽耳欢目娱的能事! 过去我们讲文艺的教
化功能压倒一切$ 现实主义被异化为教条和
艺术发展的桎梏!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主
义就应该被继续妖魔化下去呢% 当今的电影
还要不要力量%

大陆的电影$ 摆明了就是在走美国电影
产业化的道路$产业化意味着影片的类型化$

意味着对影片商业价值的充分发掘和对热卖
电影的票房经验的复制$说白了$就是吸金$

就是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金灿灿的!

投资方看中的仅仅一件事,挣钱!拍电影和生
产皮鞋没什么大区别$ 只不
过一个被制造
出来穿
在脚上$一
个被看在眼睛
里$都要靠人们花钱消
费! 于是$一旦某部片子票
房成功$ 其身后响应影从者就会
前赴后继地榨干这一类型的所有剩余
价值! 流行穿越的时候$历史被穿成
了筛子!小清新大行其道的时候$人
们掉了一地鸡皮疙瘩! "叶问#火
了$ 几乎拯救了一个武术帮派$

铺天盖地的咏春拳和各个年龄
段的叶师傅$ 都把观众看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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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立宪
宁财神 顾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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