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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本身要在银幕上呈现，

而且不单单是在银幕上的呈现，

还要在电影院里面呈现。

否则任何一个导演、编剧、

摄影，包括化服道都会觉得这个

影片其实没有完成。

电影院是整个电影产业非

常重要的一环。最简单的认知

就是影片通过放映机投射到银

幕上或者没有投射到银幕上，观

众看到的就只是白布。

然而为什么我们要在电影

院这个特定的环境完成电影，仅

仅是视频不能让电影人认可，也

不能让观众接受呢？

影院的特定环境有三个方

面组成，首先一定是银幕，二是

放映机，三是密闭的环境。这便

也成为疫情期间很难到电影院

去看电影的一个原因。

其实电影的本质就跟这三

者都有关系。这里我们用到一

些心理学的概念，比方说我们在

银幕上看到画像的时候，难道是

看到一幅又一幅的影像吗？

不是的，我们在电影院里面

看到的是一个电影的整体，这部

电影的整体是由无数个，比如每

秒 24 格地联系起来的，它带有一

种时间的意义。

我们用一句很时髦的话来

讲，它叫作一种腔调的连续，我

们看到的电影不是一个一个画

面、一段一段声音的总和，而是

整体——是在一个半到两个多

小时的时间延续而最终全部完

成的艺术作品。而且它不是我

们自己完成的，是影片的光影故

事整合了我们的意识。

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世界、

神经元细胞系统中间，如果没有

一种时间的连续，我们没有办法

掌握所谓的客观世界、现实世界

的整体。

正是在电影院里，电影的整

体效果作用于我们的脑神经系

统，通过记忆的功能，我们的意

识产生了这个时间的延续。这

就是电影的延续。

人的记忆，有短时记忆和长

时记忆。短时记忆就很简单，我

这句话和上一句话的联系，长时

记忆可以很长——比如窗户外面

阳光灿烂，我刚刚醒来我会说“哎

呀新的一天到来了”。那新一天

的到来难道是我现在看到外面的

阳光才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吗？

不是的，是因为脑海中有一

种记忆，这种记忆是比较长时间

的，因为在我们睡觉时外面的世

界是黑夜，关灯睡觉的时候我们

已经有了黑夜的记忆。

所以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打

开窗户说亮话，阳光照了进来，

我们大脑的记忆中已经有了一

种时间的连续，这种时间的连续

在人的脑神经意识里面就叫做

记忆。

我们说新的一天到来了，这

一句话其实是包含了意识和记

忆在里边，知道这若干个小时之

前，外面还是一片黑暗，就像顾

城说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就

是记忆。

电影院为什么要密闭？电影

画面 24 格、24 格在时间的流水中

间给我们呈现出来，然后导演、编

剧、演员、摄影还有剪辑师们给我

们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

是整体——在这一个半小时到两

个多小时里边，你不断被自己的

记忆所调动，被自己的意识所调

动，其实是被导演、被电影所调

动，这就是电影院的秘密。

电影院的秘密首先在于通

过连续的声画和剧情，在整合我

们的意识。如果没有在电影院

里面这种一格格画面，一阵阵声

音，你的意识会得不到这种效

果，你没办法去把握电影整体

的。

如果你睁开眼睛看一段画

面，睁开眼睛，又给我看一个画

面，比方在一个露天的广场上，

这边你手机响、那边你也去喝个

茶，跟一个熟人打招呼，那么也

许你最后把整部电影“看完了”，

所谓看完其实是没有看完的。

你说我几乎每段画面都看

到了，但是一部电影不是画面的

总和。一部电影在你跟前，是一

个电影世界的整体。整体大于

总和，原因就在于这个过程中间

有人的意识的重构。

这就是一个密闭的电影院

能够带来一部影片最后完成的

原因——不在于看完了这部电

影，而在于我们的意识被充分调

动起来，而“完成”了一部电影。

只有在完全密闭而无干扰

的电影院里，因为导演、因为编

剧、因为摄影、因为演员、因为声

音、因为光学、因为剪辑、因为作

曲等等，我们才有了意识的整体

调动。

记忆在时间流程中的连续，

刚刚说的一种腔调的连续，完成

了一部电影在观众意识里的呈

现。电影院的作用如果不被知

道，那么研究电影也罢，看电影也

罢，我们永远都是一个门外汉。

现在我们都很重视心理学

的研究，它对我们认识电影、认

识电影院的作用都非常之大。

我是 1978 年从事电影工作的，那

个时候我们最热衷的两本书，一

本是巴赞的《电影是什么》，这本

书可能大家现在就已经很少看

了，还有另外一本书也很有名，

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物

质现实的复原》。

这两本书的影响在我们那

一代人中间是非常大的。这些

电影著作中不断地跟我们讲声

光、画面、银幕，但基本上都没有

讲到电影和电影院的关系。

我们很长时间沉浸在对电

影的声画的综合性的艺术的酷

爱之中。有时候看一部电影，喜

欢上一个镜头，就觉得值回全部

票价了。

这是那个时候的学习和状

况，当然也因此启发了我，鼓励了

我在这个行业坚守到今天。而后

来我们慢慢发现，其实电影的魅

力不仅仅是拍出了声画对位，故

事、表演、剪辑等等，而且电影的

魅力还在于电影院的魅力。

现在大家不去接触巴赞的《电

影是什么》，不去读克拉考尔的《电

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

了。心理学的崛起给电影的研究

日益带来更加深刻的启迪。

要了解电影院与电影的关

系，希望大家更多去接触心理

学。什么叫心理学呢？大概在

前 50 年到 100 年之间，在西方学

界崛起的一股心理学的新浪潮，

他们非常强调人的意识的能动

性，强调意识的被整合是认知世

界的关键条件。

那么在这种意识能动性的

讨论中我们来谈电影院，对一个

电影作品最后的完成就比较容

易豁然开朗了。前面所引述的

电影认知理论完全就来源于心

理学。

从心理学的认知角度出发，

我们了解了电影院的意义就在

于它整合了我们的电影，而且是

一部电影的完整意识。所以我

不讳言我就是一个电影院的“原

教旨主义者”。

我从事电影行业 42 年，尤其

是在电影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我

一直坚守在院线那一方，虽然没

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上

游的创作中间去，而比较多地关

注院线和发行，我并不因此感到

不在电影的核心行业。也并不

是因为影院的经历，而是我通过

很长时间的研究，也包括这些年

接触了心理学得到很多的启发，

让我越来越相信：没有电影院，

就没有电影产业。

从意识角度
重新发现电影

（上）

■文 / 赵军

藏器于身，融合共存
——后疫情时代网络与电影漫谈

■文/王 潇

《隐秘的爱》：难以放下的恐惧
■文/ 王 霞

4 月 29 日，国家电影局召开电影系

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中宣部常务

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在会议

中指出, 我国电影发展长期向好的条件

和环境没有改变，电影渡过难关有很多

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电影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亲切关怀是我们最坚强的政治保证。从

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和内在向好趋势没有改变，电影产业

迅速恢复提升具有坚实基础。从电影自

身看，我国银幕数全球第一、票房全球第

二、产量全球前三，电影产业根基雄厚。

从国际历史经验看，电影具有独特的光

影体验和社交属性，“口红效应”突出，有

明显的逆经济周期特征。中国电影仍然

处在黄金发展期，投资不会离场，人才不

会离场，观众不会离场。

回 首 抗 击 新 冠 疫 情 这 场 全 民 战

“疫”，电影行业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

惜舍弃贺岁档这一最重要档期，通过暂

停影院营业、影片紧急撤档、积极发声鼓

劲、踊跃捐款捐物等一系列措施，为疫情

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

春节期间人民大众对电影消费的火热需

求并没有因疫情完全消退，也为网络视

频平台向电影行业的进一步进军提供了

机遇。

春节前夕，抖音、今日头条母公司字

节跳动宣布以6.3亿元获得贺岁电影《囧

妈》的独家网络播映权，并于大年初一晚

开始免费供抖音、西瓜、火山等“头条系”

短视频APP用户在线观看。一石激起千

层浪，字节跳动针对贺岁电影的这一动

作，不仅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也

引起了院线与影院的激烈反应。

同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与

各大电影公司在制片、发行、票务、版权

等领域谨慎维持的合作关系不同，字节

跳动似乎一出手就在重演Netflix与好莱

坞及法国电影业就在线内容与线下影院

保护产生的激烈冲突。这其中既有疫情

与春节叠加的特殊因素，也有网络视频

平台自身的流量导入与业务扩张冲动。

这样的冲突不会是最后一次，也不

会成为网络视频平台与电影行业之间的

常态。对于电影行业来说，需要通过深

入研究网络视频平台的经营模式，理解

其行为模式，进而获得博弈优势，重掌规

则制定权与内容主导权。

一、网络视频平台经营模式简述

网络视频平台是资本密集、技术密

集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

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做大规模，才能够

具有持续融资能力，也才有希望依靠数

亿量级的用户数量，摊销巨大的技术开

发、带宽与计算资源、版权采购、日常运

营及营销投放成本，最终获得运营利润。

在竞争过程中，网络视频平台并没

有大力发展如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所期

望的单片点播付费模式，而是形成主要

依靠以字节跳动旗下抖音短视频平台为

代表的流量变现模式，及以Netflix和爱

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为代表的收费会

员模式。

流量变现模式。以字节跳动旗下抖

音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流量变现模式，

其主要内容形式为音乐、歌舞等轻量级

娱乐短视频，经营模式主要为依靠用户

上传内容、直播视频内容及外购版权内

容，吸引庞大的活跃用户，并结合推荐算

法等技术手段，尽量延长用户使用时长

并同竞争对手争夺用户注意力资源，以

高效售卖广告或为在线购物引流，获取

商业回报。

收费会员模式。以 Netflix 和爱奇

艺、腾讯视频、优酷等为代表的收费会员

模式，其主要内容形式为电影、剧集、纪

录片、综艺节目，经营模式主要为依靠独

家出品与播映内容、外购版权内容及用

户上传内容，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在线片

库，吸引用户直接支付会员费用。同时，

因中国市场用户付费意愿不足，收费会

员模式平台仍然保留了部分流量变现模

式业务。

从网络视频平台的经营模式可以看

出，他们无需承担单部影片的风险，单部

影片的失败也不会影响其当期财务表

现，其风险分摊机制相对传统电影制作

方、发行方来说有着不对称的竞争优

势。尤其是针对《囧妈》这样的票房保底

影片，他们无需依赖院线、影院的配合就

可以支付独家买断费用，并通过流量或

订阅收回成本。

同时，网络视频平台也有着明显的

短板，两类模式的互联网公司实质上偏

向于以其核心目标为导向的数据化决

策，缺乏自身的内容开发创作能力及原

创优质内容的判断决策能力，在优质内

容上始终依赖于与内容制作商与传统影

视创作者的深度合作。另外，线下渠道

的匮乏也限定了网络视频平台的使用场

景，在满足电影这样依赖视听体验的文

化消费时，具有天然的不足。

二、电影行业的潜在应对策略

为在后疫情时代应对网络视频平台

的跨界竞争，消弭其相对于电影行业的不

对称优势，笔者在此建言四项应对策略：

（一）掌握优质内容供给能力。正如

王晓晖部长在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

频会议上强调的：要坚持“内容为王”，进

一步激发创作生产活力。要着力保障重

点影片的创作生产，做好重点选题规划，

鼓励优秀制作团队、创作人才强强联合，

不断推出优秀影片。电影行业应坚持内

容创作主业，加强优质内容持续供给能

力，打造系列精品内容品牌，以此作为与

网络视频平台竞争与合作的基石，通过

对优质内容的掌控，换取网络渠道资源

及线上影响力。

（二）重新认识影院的独特魅力。在

后疫情时代，影院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

独特魅力。在电影院的大银幕前观影，

不仅仅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极致视

觉、听觉体验，更是一种具有集体仪式性

质的心理体验。电影理论家频繁将电影

与梦境联系在一起，影厅熄灯的过程如

同进入梦乡的过程，观众和周围的人一

起经历时长两小时的集体无意识塑造。

通过网络观看诸如《我和我的祖国》这样

的主旋律影片，很难获得如在电影院中

那样亲历共和国重大历史时刻的震撼感

受，以及同银幕上的角色和周围的观众

命运相连、息息相通的心灵洗礼。无论

时代如何变化，电影院所提供的仪式感，

仍然无法被别的观影形式所取代。

（三）积极发挥影院消费平台作用。

电影院作为线下实体产业，不仅对电影

行业具有重要作用，对整体经济也有很

强的正外部性，能够吸纳大量投资、提供

大量的基础服务业就业岗位，也帮助实

体商业吸引大量客流。建议国家主管部

门制订形成院线电影窗口期政策规范，

保护全国影院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更好弘扬中国精神，最大化挖

掘内容价值，各大影院管理公司也应积

极发挥影院平台作用，通过精细化运营，

将影院打造成为线下社交平台与休闲消

费平台，提供远超网络电影的观影体

验。同时，为防备疫情在未来几年中反

复出现，也可借鉴网络视频平台经验，探

索会员订阅制等收费模式，保障影院现

金流不因经营暂时停摆而彻底中断。

（四）密切跟踪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变

革。电影产业自诞生以来，始终受到技

术创新的驱动。5G 革命方兴未艾，VR

技术渐渐走入视野，虚拟拍摄与动作捕

捉、VR影厅虚拟大屏观影体验等等都具

有深度改变电影业态的潜质。尤其是面

对疫情这类造成社会停摆的极端情况，

新技术的采用可以促进电影拍摄、电影

放映的顺利进行。电影行业应密切跟踪

新技术的进展，以新技术促进中国电影

高质量发展。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面对疫

情影响与网络视频平台的竞争，电影行

业应深入挖掘传统优势，积极顺应时代

潮流，重掌规则制定话语权及内容主导

权，形成网络渠道资源调动能力，与网络

视频平台在竞争与合作中融合共存、共

生共荣。

正如王晓晖部长强调的，冬天总会

过去，春天已经到来，只要广大电影人坚

定信心、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排除万难，

再创中国电影新辉煌，在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

因为疫情，纪录片《隐秘的爱》没能

达成在今年的西南偏南电影节上首映。

但是4月底上线Netflix，却得以和全球更

多的影迷分享特里和帕特这对相伴 72

年的“神仙眷侣”的爱情故事。影片运用

了大量档案资料：怀旧的老照片、粗糙的

家庭录像、泛黄的剪报、相关新闻片和电

影片段，一方面面向过去，展示两个女人

的一生是如何紧密联系在的一起的；一

方面指向当下，揭示出时代偏见与历史

创伤是如何无法避免地渗入普通家庭、

左右个人情感结构、制造人情间的焦虑

与障碍的。

家人的视点

此片聚焦的LGBTQ题材和人物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2009年的纪录片《艾蒂

与茜雅:漫长婚约》，也是一对相守多年

的女性恋人，也是步入老年时难以避免

地需面对一方出现的健康问题，也有一

场天长地久的世纪婚礼令人动容。但是

因为切入的视点不同，两部影片呈现出

全然不同的文化方向。按照罗兰·巴特

的说法，视点都是被“添加”的，不管是不

是被触发。就这两部影片的“添加”来

讲，2009年的前作由场面调度产生，后者

由蒙太奇作用生发。

导演克里斯·博兰是《隐秘的爱》中

特里的曾侄子。2013年开始这部纪录片

拍摄的时候，相比相知相守 65 年的恋

情，特里和帕特“出柜”刚三年。博兰和

他在加拿大的家人共同参与了这部影

片。影片开始追溯特里和帕特的传奇叙

事，是通过设置特里的侄女戴安娜这一

视点，将她在镜头前的情感流露首先与

档案资料匹配。这样一来，可以说特里

在加拿大的一大家人等待离乡大半个世

纪的特里北上回来，成为此片暗藏的主

导叙事动机。这和大部分LGBTQ题材

的影片远远拉开了距离。

《艾蒂与茜雅:漫长婚约》由女性导

演拍摄女性话题，有着明确的性恋平权

主张。影片一上来就放映关于过去的录

影、展示两个女人的过往风华，而这些影

像的视觉前景是艾蒂与茜雅的视点，它

们统辖在二人相互指正的评论中，充分

宣示着两位上层斗士的女性主张和主体

意识。二人的非凡爱情有着绝对的精英

风格和政治抗争姿态，她们的爱坦率机

智、潇洒飞扬、鼓舞人心，也高不可攀。

而《隐秘的爱》被认为代表了Netflix

纪录片的主流风格和更加大众的文化立

场。像北美的一些普通老人一样，年迈

的特里不得不应对日益恶化的帕金森氏

综合症，她与帕特在伊利诺伊州圣查尔

斯市自给自足的家庭幸福变得不堪一

击。不想放弃独立生活空间的帕特与极

力主张特里回加拿大养老的侄女戴安娜

之间，在片头部分就已经为影片奠定了

基本的戏剧冲突。从这个角度看，特里

和帕特是一对深恋彼此的女性，还是一

对深情款款的男女，变得差别没有那么

大。影片中更没有触及任何关于性与政

治的主张。

这场从1947年开始的地下恋情，身

处上个世纪下半叶美国风起云涌的如

“石墙暴动”等的平权运动浪潮，却没在

影片叙事中落下踪迹。不管是二战的死

亡阴影，还是60年代的恐同舆论，《隐秘

的爱》中的历史阴霾和社会压力为两个

主人公带来的影响，更多展示为与原生

家庭之间患得患失的恐惧。将影片主题

压缩在这个保守的可控范畴中，一方面

出于电影制作者的个人身份，另一方面

也不失为于日益分裂的美国当下社会争

取最大观众认同的文化策略。戴安娜与

特里姨妈之间的血亲之情，会不会成为

特里与帕特这对独立厮守 70 年的情侣

未来的插入者？在特里面前，戴安娜与

帕特明争暗斗的僵持状态是得到化解，

还是会逐步升级？这对老人的养老归宿

到底是选择有更多同性恋秘友、也更熟

悉自在的美国，还是选择虽然有特里的

侄子侄女一家人在，但毕竟离开了大半

个世纪、倍觉寒冷陌生的加拿大？

可以说本片的这些戏剧悬念，在叙

事力量上，远远大于同性婚恋的话题性，

也因此让此片更具可看性。人物的形象

塑造也在这个框架里无比清晰和生动。

恐惧与空间

好笑、好热闹、好鼓励他人、好把点滴

的爱与人分享、好时不时在能力范围内幽

默一下的特里为影片中的所有人喜爱，甚

至帕金森氏综合症下颤抖的手和发呆的

眼神都生出令人倍欲心疼的萌感，这个人

物的智慧与开放性与帕特的生硬感形成

对比，帕特的所有情绪都挂在脸上。戴安

娜说帕特对待特里就像对待一块金子一

样小心呵护，90岁的帕特看向特里的眼神

依旧会像年轻人那样炙热，影片中几处泪

点都是她握紧特里的手带来的。帕特寡

言又好断言，表现得迟钝又鲁莽，总是把

“不合作”和“不高兴”挂在脸上，但是她却

爱看书，她写给特里的文字情感细腻丰

富，她对特里的顺从就像特里对她的包容

一样不设条件。这对老宝贝的人物形象

远比剧情片细节丰厚。

有意思的是，影片对帕特的人物小传

和心理情结的揭示放在了比较靠后的位

置，放在了最大的戏剧冲突爆发之前。戴

安娜与帕特的矛盾最终以剑拔弩张的形

式摊到桌面上来。影片让观众充分理解

了帕特的处境和柔软的内心之后，却让她

面临如此难堪的局面。为观影制造了最

大的痛点（泪点），令人惊艳。美国情节剧

的“好人好事”原来是这样讲的。

片名中“隐秘的爱”中“Secret”一词

的戏剧点全部放在了帕特身上。她少年

逢家庭剧变，步入青春期后，相继三个男

友都很快非正常死亡，18岁与特里的邂

逅，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上帝专门给她订

制的秘密礼物。她们二人此前也从不知

晓世界上会有这样一种亲密的情感形

态。孤岛般的爱情是上个世纪平权运动

之前很多同性恋之间的状态，但远没有

她俩这样幸运，可以保存下来。二人靠

着运动天赋和二战给予女棒球手的意外

机会找到了女性独立生存的可能，因此

可以靠远离加拿大的家人，让他们的爱

得到隐秘的空间。她们对外宣称是好朋

友或表亲，因经济互助才住在一起。她

们按照主流社会对淑女的要求那样着

装、谈吐，从不出入同性恋酒吧，连写信

都要撕掉信尾的署名，怕一不小心带来

一生的羞耻和孤独。特别是帕特，她的

血亲家庭冷酷保守，不像特里从小生活

在一个完整包容的家庭中。所以没有人

比帕特知道，恐同的社会压力制造的恐

惧是如何深埋内心的，只有撑起独立的

生活空间才能带来安全感，才能维护隐

秘而精贵的二人世界。所以，特莉对于

养老院的拒绝，并不是戴安娜理解的那

样简单——是不愿与人分享特里的爱。

影片靠最大程度压抑人物情感、最快

速度聚积人物认同的方式，结构了矛盾冲

突的爆发。让三个如此有爱的人相互伤

害，然后在做不到彼此认同的时候又尴尬

的相互安慰。这样的戏剧冲击力结构的

“好人好事”，超越了我们对“好人好事”的

所谓真实性的讨论，令人心生悲悯。

当然此片的结尾落在了众人最终的

相互理解，以及特里和帕特北上养老的

选择上，未免保守。但是并不能就此批

评影片借家庭回归的视角抹去社会批判

的力度、削弱了女性自觉的立场。相比

借特里和帕特的经历改编的《红粉联盟》

（1992），后者看似大书特书了女性主义

态度，却恰恰因将“假姐妹”写成了“真姐

妹”，将“家庭回归”写成了“放弃自我的

相夫教子”才是扯了一张假平权的大旗，

唱的依旧是父权结构的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