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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产业的精气神？在任

何挫折面前都不屈服，都看到胜

利的曙光，就是精气神。现在曙

光已经出现，当然还不是一切尽

好，但一个新的周期已经到来了。

这就是要看到我们的锐气的

时候，而非丧气的时候。有的影

城、有的影片是在疫情当中覆没

的，有的事情确实是无法救药的，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

而哪怕从头再来——对的，我们

始终有这样一个口号，从头再来！

我们就是有激情再来两年、

三年，甚至十年，中国的电影产业

上下求索、前路漫漫，但是困难不

会比办法多。

回想这些年来这个产业因为

资本的进入和快速发展，很多问

题本身就是被掩盖住的，这里就

列举四个被掩盖了的院线问题：

其一，城镇化的速度为院线

提供着足够多的新人口红利，我

们对于怎样深耕细作影城其实是

缺乏研究的，是缺少经验的交流

和提升的，就算影城在密集的地

域形成了过度竞争，我们很多院

线都没有研究怎样为自己赋能，

而一味只是在传统的打法面前兢

兢业业而已。

其二，这足以说明业界的观念

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而在这样一

个行业必须赋能升维的时代，院线

行业的人才结构就是落伍的，这个

行业的大部分团队不属于互联网

的垂直团队，很少有院线和影投去

做团队上的基因改造。

其三，院线行业的创始人才纷

纷因为年龄到限而退出，在这次疫

情当中看不到新的领军人物站出

来为院线和影投立言，院线行业有

没有新的“意见领袖”？这是院线

影投行业有没有精气神的一个尖

锐的表现。也许这次产业周期重

新开始，这个问题逐步能够解决。

其四，产业中人还停留在竞争

的层次之上，而新的技术革命时代

是一个“没有竞争”的时代。没有

就是说任何创新都是一种降维打

击，与原产业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所以必然是没有竞争的。恰恰是

原产业中人今天还停留在“竞争”

上，试问第三方售票与你“竞争”

了吗？抖音的营销与你“竞争”了

吗？地方政府纷纷掌握了行业产

业的领导权，谁又与你“竞争”？

你还能竞争什么，这是一个

值得提出来商榷的问题。我们没

有什么能够拿到台面上，不管是

市场还是技术，不管是行政还是

片源，我们都无法行使手段去展

开竞争。

院线如此，制片发行难道就

很妥当吗？也非。近十年的制片

发行领域，就像资本燃烧起的火

场，把一部部发行影片烧得灰飞

烟灭。因为制片发行领域也有四

大问题：

其一，对于市场和时代的钻

研太少，借鉴世界上优秀的影片

和文艺作品不多，生产的影片缺

乏创新而很多流俗。无数见识低

下、观念陈旧的节目充斥市场，甚

至连充斥二字都说不上，因为观

众不看，何以充斥？

但是这个时期似乎满地都不

差钱。结果一个个投资方损兵折

将、折戟沉沙。每一年投入的资

本和市场的回报差距都非常大，

这次疫情之后，再有资本方大把

撒钱兴许就难了。

其二，发行的创造性和院线

的创造性一样非常罕见，很多发

行是套路式的，选题没有眼光，发

行也没有见地，怎么能在市场上

创造好的发行业绩呢？现在人们

问到哪里找得到好的发行公司，

回答一定是哑口无言的。

好的发行公司比好的制作

公司还少太多，这就是中国电影

市场严峻的瓶颈。如何解决创

建好的发行公司的问题是产业

当务之急。

其三，与世界影坛沟通交流

断层，八九十年代中国影坛与世

界影坛在市场层面频频交流的现

象今天已经不多了，国产影片的

主流价值观与国际电影的差距越

来越大。

中国电影依然难走出去，而

外国的许多中小电影国家的影片

却不断冲进中国市场，从《摔跤

吧！爸爸》到《天才枪手》，从《你

的名字》到《何以为家》、《看不见

的客人》等，一次次在中国市场上

赢得票房和口碑。

应该说我们的引进格局并不

算大，但就每年不多的引进我们

都可以看到差距，而这些差距通

过合作证明能够缩短差距、创造

奇迹，譬如《误杀》那样的电影，它

怎样赢得口碑，值得我们回味。

其四，中国电影评论的思想

深度缺少与一个电影大国相匹配

的建树。在世界电影的评论界，

各种哲学的、美学的、潮流的、学

派的观点在学术和思想界日复一

日丰富着人类的智库和社会的教

育。但是中国的电影评论是没有

深入到影片的本质与美学的，也

更没有跳出影片而在观念高度上

俯瞰创作的。

中国电影每一年的作品不少

了，但是你看不到流派现象。没

有流派的深刻描述就没有流派，

没有流派的影坛就会最终死水一

潭，这是没有生机的。

疫情之后我们如果相信新的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周期正在到

来，那么有的放矢地进行调整和

奋发，这些就是目标。坐而论道

不如起而行之。无论是院线还是

影投，不论是制片还是发行，我们

都有很年轻的团队，缺的是思想。

我们的团队年轻说明机会会

青睐他们，年轻就是资本，而中间

那些已经经历过前面一个周期历

练的团队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们

是有包袱的，包袱就是过去的经

验，这些经验很可能已经过时但

你们却无法放下，因为改变自己

的思维习惯不容易。

如果不能改变，你的行业年龄

就只能停留在四十岁上了。而在

行业当中目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

人一定不要泄气，一定不要想着改

行。电影在中国是一轮朝日，因为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需要电影的配

合，因为世界电影产业依旧如日中

天，因为更多新的故事、题材、形式

和产业技术在等待你们。

很多人在议论疫情之后电影

的重启，我认为是一个新周期的开

始。这意味着不同的观念和意识

还在人们当中各自存在很大的分

歧。不是重启而是机会，借着这次

打击变换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而这个周期将如前面说的，要

么我们克服困难，要么困难克服我

们，而我们将自我埋葬，与过去的

周期一起同归于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

或者变化周期，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使命，而不属于它的即会

烟消云散。真正有未来的是那些

永远朝向远方而精气神充沛的人

们。

创作有挖掘不完的题材和故

事，发行有发行不完的影片和档

期，院线影城有每一天新的计划

和追求、有每一天的异业整合和

流量互导等你去开发。

这几天我参观了广州一个非

常大的直播基地，这里集合着几

十个亿的流量，试想一下我们院

线如何能够把这些流量改造成

“流量波”去造福于电影产业？

因着这些崭新的课题摆在了

面前，不要去说重启了，明明是一

个新的时代周期到来了。周期不

同于重启的意义就在这里，重启

是回到过去，周期是走向未来。

疫情阶段即将全面消逝，被

周期荡涤的和迎面而来的，都会

在明天开始各安天命——我命由

我不由天，《哪吒》的故事也现实

地开始了。

产业应该有迎接
新周期的精气神

■文 / 赵军

从《春梦》到《春潮》：

上善若水，生生不息
■文/周 夏

看杨荔钠导演的新作《春潮》，还有

2013年的《春梦》，都能感受到这种从内

心涌动的生命气息，纯粹、细敏、诗意，她

赤诚地把自己敞开让你看，不带一点矫

饰和遮掩，彻彻底底、毫无保留，还带着

纪录片里许多生活的毛边。这份直觉力

的电影写作如此大胆独特，浑然一体，甚

至让你所有的理论武器全部失效。

肉身和精神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春梦》是国内

最大胆、最私密、最自由的女性表达，极

具独立电影的先锋气质，它直接描写了

女性的性欲，平日里被遮蔽的身体欲望

和精神臆想在这里得到了放大和呈现，

时常有灵魂出窍之感。方蕾表面是一个

中产阶层家庭主妇，洗衣做饭、照顾老

人，老公负责，孩子乖巧，衣食无忧，生活

安稳，一切都像暖阳般美好。可是这平

静圆满的“标准生活”却被一场场春梦打

破了。“我看不到，也摸不着，但是我能感

觉得到，像个古代人”，方蕾在梦境中一

次次和“鬼”爱欲缠绵，恐惧不安又享受

其中，不可自拔。这种精神出轨最终使

丈夫带着孩子远离了她，实体的“家”解

散，她又一次陷入精神危机之中，在东北

佛院的夜里，她倚靠着窗户，望着雪中伫

立的年轻和尚，身披袈裟，神情俊朗，烛

光闪烁、虚实交替之间，似乎找到了前世

的“梦中人”。

《春潮》里虽然描写了三代女性，但

很明显，灵魂人物依然是中年女性郭建

波，她也有一场春梦。片尾郭建波来到

按摩店，坐在楼梯上，倾听台湾按摩师给

盲人播放海里鲸鱼、海豹、海狮、海豚等

各种生物的声音，此时，柔情的音乐响

起，写实空间转入臆想画面，她与台湾按

摩师深情凝望、拥吻，进入精神世界，水

缓缓渗出。

二人都是女性作者的镜像投射，表

面安静，内里却暗涌非常，有着丰富敏锐

的情感触角。虽然方蕾在现实世界里有

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郭建波在实际生

活中也有一个时常约会的情人，但是都

无法给予她们精神上的满足，这份空虚

需要在臆想中填补，现实中是寻觅不到

的，只有在梦境中才能达到身心合一，灵

魂超脱。“春梦”最容易用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说来解读，“本我”所释放的巨大

能量恰恰是平日现实世界里被压抑的那

部分欲望。

女性世界

《春梦》和《春潮》散发着独特的女性

荷尔蒙气息，也展现了一个女性往来的

关系世界，只不过《春梦》是温暖和谐的，

《春潮》却是尖锐挣扎的，充满了矛盾张

力。

《春梦》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方蕾和

奶奶的温情互动，方蕾给有点老年痴呆

的奶奶洗澡，去世前奶奶给方蕾托梦，这

种灵性相通的情境总让人感受到一种精

神的联结，一种温柔的善意。方蕾还有

一个可以分享秘密的闺蜜，和安静温良

的方蕾不同，薛红是一个外向奔放、对爱

炽烈的富婆，在关键时刻仗义相助，当方

蕾被梦魇困扰，魂不守舍，薛红带着她到

处寻医问道，以求解脱。丈夫和女儿失

踪之后，方蕾先后求助于警察、妇联和律

师却都无果而终，东北大姨打来电话，讲

了方蕾自杀的噩梦，在她最迷茫最无助

的时候，大姨陪伴她住在寺庙，寻求灵魂

安放之所。女性之间的心有灵犀和友爱

互助流淌在整部电影之中。

《春潮》不同，作者试图带领着观众

探索原生态家庭的母女关系，金燕玲饰

演的母亲和郝蕾饰演的女儿之间关系紧

张，剑拔弩张，性格、观念上都是逆向的

激烈对抗，古灵精怪的孙女郭婉婷则充

当着二者的调和剂，在沉重压抑的家庭

氛围中带来一丝轻松愉悦的感觉。郭建

波既是母亲，又是女儿，面对有极强控制

欲和语言暴力的母亲，她的情感复杂，不

能正面顶撞，只能以变形自虐的方式予

以抵抗，用仙人掌扎痛自己，给相亲对象

发怪趣味短信。在母亲病倒之后，她终

于长长地舒了口气，长达 7 分钟的窗前

独白成为一种宣泄的方式：“你安静了，

这个世界都安静了。”

但是对于母亲纪明岚的刻画也不仅

仅是郭建波眼中的可憎，创作者站在较

为中立的立场，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关

怀，其中最打动人心的还是母亲向新伴

侣老周揭开了自己隐秘的情感伤疤，风

流丈夫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带着时代的

伤痕印迹。母亲外表强势，在社区乐于

助人，风风火火，是受人尊敬爱戴的领

导，思想主流却迷信佛教，真情流露的瞬

间，她放下外在坚硬的盔甲，内里却是一

个外强中干的可怜人，不停地唠叨怨怼

也是她发泄郁闷和不平的习惯方式。人

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郭建波虽

然在主流媒体做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理

想的破灭使她遭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

压力，她骨子里更像一个叛逆的文艺青

年，她做了未婚妈妈，与主流的世俗价值

观格格不入，社会角色和自我角色之间

存在一种罅隙和断裂，就是面对女儿也有

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内心却善良、美好、正

义。而女儿郭婉婷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左

右调停，表现得有点早熟，过于懂事，平时

一向调皮乐观的她，在朝鲜族朋友崔英子

温馨的家庭氛围中，也流露出羡慕和落寞

的神情，让人心疼。

毫无疑问，《春梦》和《春潮》当然是

女性视角下的女性电影，但又与大部分

政治议题的女性电影不同，它所展现的

女性世界来自自我个体深层次的生命体

验，有爱有痛，女性的情感、困境、冲突、

伤害、爱欲悲欢全部蕴含其中，更像个自

给自足的主体，同时又隐含着作者的悲

悯之心，就像杨荔钠所言：“我不太敢说

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我可以说自

己是一个女性主义关怀者。”“春”三部曲

也是女性电影三部曲，《春梦》里的方蕾

30岁，《春潮》里的郭建波40岁，而下一

部为金燕玲量身定制的《春歌》则是讲述

85岁的妈妈和65岁的女儿之间的故事，

女性在杨荔钠的镜头观照下，蜕去了青

春的躯壳，破茧成蝶，呈现出各个年龄段

的风姿、样貌、心灵，重现层次丰富的生

命本体色彩，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写实与写意

在表现手法上，《春梦》和《春潮》有

着一贯的相似性和延续性，都是纪实风

格和诗意隐喻相结合。《春梦》开头受访

的家政工作者，更像一则突如其来的新

闻节目；方蕾在菜市场买菜时传来女孩

被车轧路人却置之不理的电视新闻；等

红灯的间隙，老妇带着来历不明的小孩

在车流中乞讨；在寺庙中，向僧人倾诉心

理疾苦、祈求救助的芸芸众生；《春潮》开

头也有郭建波追踪报道女孩被性侵的新

闻事件。跟拍、同期声带来了日常生活

流的质感，这来自于作者长期拍摄纪录

片的训练素养，影片见缝插针地渗入时

代话语，隐含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关注，

对时代氛围的感知，却没有把它发展成

表现的社会焦点，统统化为故事的背景，

剥离时代命题的宏大叙事，她始终关心

的是在大时代中的人，对心灵状态的敏

感捕捉，对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春梦》

核心是一个女人意识流的表达，《春潮》

则聚焦祖孙三代女性的关系胶着。

影片在纪实镜头中常常生发出灵

魂出窍的超现实画面，令人惊艳的瞬

间。《春梦》中时时来袭的梦中情人，在

虚实晃动镜头中的流连忘返；海边骑

马而过的飘逸女子；寺庙光照之下穿

着红肚兜的小婴儿，喻意鬼王投胎转

世，生命轮回，新生喜乐。《春潮》中，夜

行公交车窗户上印射出来的红裙女

子，在祭奠父亲的河里又一次闪现，这

是郭建波的幻觉，也是心灵外化的心

像，冥冥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动物

也是一种生灵，梦中的黑羊被带走，象

征着纪明岚对死亡的恐惧，也代表了

郭建波对母亲的怨咒和憎恨。长颈鹿

是平日里沉默不语的郭建波的化身，

而粉红色的鸽子则代表着郭婉婷对家

庭和平的向往，两部影片都散发出原始

的自然主义的气息。

生活流与意识流的混搭交融形成了

女性作者电影的独特风格，印象最为深

刻的则是水的意象。《春梦》中水族馆里

的海洋动物自由游弋，这也出现在方蕾

的梦中，和梦中人鱼水之欢，镜头焦点在

虚实之间变幻，梦境中还精心加入了水

滴的声音。《春潮》中，每当郭建波和情人

约会，音乐就会响起，二人在淋浴之中释

放彼此的欲望，整部影片都有种湿漉漉

的感觉。直至片尾，伴随着舒缓的钢琴

乐，水从砖缝溢出，沿着台阶流动，蔓延

到母亲的病房，经过高唱《我和我的祖

国》的社区老年团体，来到校园文艺汇演

的比赛现场，婉婷和英子被水流吸引，一

直跑到山林河边，山泉淙淙，女孩走进水

中央，嬉戏玩耍，远离尘世的喧嚣嘈杂，

回归了自然，也回归了自我，抵达生命的

原点。用长达十分钟的写实拍摄手法穿

越到超现实的心灵空间，可谓是神来之

镜，极具个性的想象力。水是生命之源，

纯净、柔软、包容，却蕴含着内在的力量，

对于水流的读解各式各样，扮演郭婉婷

的小演员曲隽希则说：这是姥姥流出来

的眼泪。

也许是疫情期间可以看的片子很

少，这部英国人拍摄的纪录片特别受关

注。这部纪录片叫《杜甫：中国最伟大的

诗人》，其实它是BBC的电视纪录片，片

长仅仅59分钟。有人说，这部纪录片这

么受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杜甫这样一个

中国古代诗人被一个白人关注和肯定

了。我觉得这么说没什么道理，时至今

日，一个白人的目光对于我们的自我认

同的塑造，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管用。但

是白人拍杜甫让我们感觉到好奇，获得

了我们更多的关注，还是因为我们对这

其中的文化翻译感兴趣。我在另外一篇

文章里面说过，杜甫在中国不是一个具

有巨大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关于杜甫的

观点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共识，越是这样，

我们越是好奇，看看一个外国人能从杜

甫那里发现什么。

我看过这个片子后，写了一篇长文，

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时的名字

是《BBC拍杜甫：富有人性的文化脉络》，

其实我的原文标题是《BBC拍杜甫：重申

批评性传统》。我是觉得BBC在对于杜

甫的发现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强调了

杜甫的批判性。这一点不是新观点，我

们早就知道。但是这一点和当下的我

们，尤其能够对话。这在疫情期间，反而

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话题。

本片对于杜甫的另外一个发现我觉

得是有新意的，片子强调了杜甫思想的

自我超越。杜甫早年在长安城寻找机

会，每日和一些达官贵人应酬。我看过

一个研究，说杜甫在当时给很多唐朝的

官员写过诗，但这些官员后来证明多不

是好人。杜甫每日残羹冷炙，受尽委屈，

但是他有一个协助君王搞好政治为人民

的思想。但是，当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从

北方逃到南方，这个时候他的理想破灭

了。这对于他的人生境界的打开，似乎

反而有益。这部片子用了宇文所安的讲

解，说这个时期的杜甫开始更为关注食

物，关注日常生活的美，而忘记了皇帝。

这个意思是明显的，它在做一种暗

示，就是说杜甫的思想境界，逐渐超越了

皇权，而发现了日常生活的美。他似乎

超越了那个年代的思想限定和一般文人

境界。但是这一个观点，其实未能完全

被证实。因为我看过杜甫在夔州时写过

的一首七律，叫做《槐叶冷淘》，其中仍然

表达了对于皇帝的怀念。

其实拍摄杜甫，不仅仅是去追寻一

个古人的面貌，而是追寻中国人的文化

传统的质量，以及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回

响。我觉得批判性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的，这一点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其实这

和当下的一些事件息息相关。难道中国

的文人传统就是一味和谐不批判吗？通

过对于杜甫的讲述，我们看到完全不是

这样。杜甫的批判性，在中国诗人那里，

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须知杜甫生活的年

代，在西方是中世纪早期，那也是西方最

为黑暗的年代之一。

而且杜甫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

批判，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视野，并且将

真情实感投注在了他所接触到的平民百

姓的悲惨遭遇里。这样的同情之心，不

是来自于六经，而是来自于真切的经验

感受，只是合乎六经罢了。古代人认为

杜甫是儒家理想的实践者，所以用儒家

的语言来赞美杜甫，说他深谙“仁”。

我的批评文章发表后，有几个朋友

和我交流。导演王超和我交流最多，他

读书很多。他认为杜甫的批判性，前不

及陶渊明，后不及龚自珍。龚自珍是晚

清人物，清朝初年已经有三大思想家黄

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些人可是批判

君权并且追求言论自由的人物，所以杜

甫和龚自珍当然不能比。但是和陶渊

明，又如何作比呢？王超导演认为陶渊

明的批判思想涉及根本，而杜甫其实仍

然是在皇权下批判。

这个说法对我有启发。古代诗人

中，其实笔者尤其偏爱龚自珍和陶渊

明。陶渊明的全集很薄，很快就可以读

完，我对于他的境界心向往之。但是，我

觉得陶渊明的批判和杜甫的批判，还是

有天壤之别的。杜甫的批判更加偏向于

时政批判，而陶渊明则类似于文化批

判。比如说他喜欢种豆，心情怡然地参

与劳动，而孔子可是轻视稼穑的，所以后

人说，陶渊明是叛逆了儒家的。这不是

不重要，但这不能用来消解杜甫的批判

意义。杜甫的批判在当时的确是有开拓

性的，他的激烈和批判的范围，以及具体

针对性，都非前人所能比。他批判当时

的宰相，以及当时的杨贵妃的姐妹，还直

接指出皇家军队的腐败，说良家妇女都

在军队中。他历经三代君王，而能毫不

遮掩地陈说当时的昏庸现象。他也因此

被称为诗圣。

所以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同样经过

安史之乱，同年代的王维和李白，就没有

这么写诗。所以说杜甫是孟子儒家思想

的发扬者。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

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

如寇雠。”

至于说他如何批判着朝廷，又寄望

于朝廷，这也许是时代的必然吧。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其实很简

单，就是传统的电视纪录片的拍法。创

作者按照杜甫游历的足迹，走了大约七

八个城市。分别是杜甫出生地河南，杜

甫早年游历的地方——主要在燕赵，也

就是现在的河北、山东。他们拍摄了曲

阜的孔庙，这里存在着杜甫思想的重要

维度。之后拍摄了洛阳，重点拍摄的是

长安，然后是安史之乱之后，他去过的成

都、夔州，长沙等地，最后是他的生命重

点，湖南平江。创作团队中的主持人麦

克尔·伍德先生，其实是青少年时期就喜

欢杜甫的诗歌，所以对于杜甫的诗歌和

生命经历，都很熟悉。这部纪录片主要

是用他的讲述，以及几位专家的谈话，来

引导观众去理解杜甫。他们的理解的确

带着西方的视角，带着他们独特的文化

敏感，但这并不能说他们不客观，而是他

们发现了杜甫独特的一面。

另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采访了很

多普通的中国人，比如说杜甫草堂中的

游客，平江的诗社成员，所以我说，其实

这部纪录片的创作团队有田野调查的意

思，他们是要看看古代的杜甫还能在今

天的中国能够留下什么回响。所以，这

部纪录片的文化政治之一，就是借古喻

今，就是说，它并非单纯地去追寻唐代的

杜甫，它还追寻作为古代诗人的杜甫所

参与塑造的文化血脉，以及这个文化血

脉在今天的中国是如何被传承的，也就

是说，杜甫和今天的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透过镜头的追寻：杜甫与我们
■文/王小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