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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全国影院因新冠肺炎疫

情经历关停、重新开放后上映的第一部

院线新片，《第一次的离别》在阔别179天

的大银幕上吟唱起一曲治愈绵长的田园

牧歌。早在东京、柏林、上海、香港、海南

等国际电影节上载誉无数的《第一次的

离别》是青年导演王丽娜的电影导演处

女作。影片小主人公们遭遇的成长中的

“第一次离别”与中国电影观众刚刚经历

的与电影院的“第一次离别”完成了一次

艺术与现实的生动互文。

影片植根在新疆的独特文化语境

中，讲述两个不同家庭孩子的童年与离

别。留守与离开、童年与成长、农村与

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和解，在质

朴的镜头语言中伴随着缕缕乡愁，从童

年的日常诗意中被徐徐道来。

治愈：故乡、童年

与传统农耕文明的质朴诗意

“《第一次的离别》是我献给故乡沙

雅和童年的一首长诗，那片土地本身的

诗意是这部电影的源头。”导演王丽娜

这样说。

故乡是影片想要回到的地方。《第

一次的离别》的取景地正是导演“宝石

一样的”故乡——新疆沙雅。世界四大

文明交汇的塔里木盆地，风沙吹过三千

年不朽的胡杨林，结队的羊群走在绵延

的地平线上，驼铃声从塔克拉玛干戈壁

传来，天空倒映在如镜的塔里木河上，

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着这片静谧而神

奇的土地。导演用多个全景镜头去表

现沙雅如今还未被现代城市文明改造

过的原始风貌。这里的土地与人还保

持着最朴素的相处方式，最传统的耕种

方式和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结构。葡

萄架下沙雅的老人们聊着21世纪外面

的世界，仿佛在聊着另一个世界。

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是《第一次的离

别》的一枚标签，全维吾尔族语的对白，

为影片带来天然的民族风情。老人在树

下打馕，牧民在原野牧羊，凯丽一家人在

棉田欢乐地采收，父亲唱着为母亲写的

情歌，母亲露出少女般害羞的表情，生活

表现出其本身的浪漫与诗性。但电影并

未将重点放在对异域风貌和少数民族生

活的奇观化呈现上，而是给予故乡风土

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温柔的注视，从

而唤起了一种更为真实的诗意。

童年是影片想要回到的时光。《第

一次的离别》创作历时3年，是“返回童

年现场”一次实践，也是导演通过电影，

遇见自己和初心的治愈之路。影片源

自导演跟拍三个孩子的纪录片《阿帕》，

纪录片的创作在看似平淡如水的日常

中积累了许多动人的小情节，这些打动

人心的瞬间填满了时间的缝隙。于是

导演有了将三个孩子的真实生活故事

重构后，创作一部剧情片的想法，而在

此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剧本，则有着其他

创作方式无法比拟的真挚与细腻。由

于完全源自现实，《第一次的离别》有着

纪录片的肌理，孩子们“扮演”着自己，

鲜活生动，毫无雕琢修饰，自然流露出

生活日常的诗意。

儿童片是《第一次的离别》的另一

个标签。在市场化的创作环境中，以儿

童为题材，通过儿童的视角，为儿童打

造一部作品的决心，就如同沙雅的天空

和大地一样虔诚。沙雅的童年，如同影

片中艾萨、凯丽和弟弟三个孩子排队走

在戈壁上的场景，艾萨走在前面，凯丽

抱着小羊，弟弟调皮地一路翻着侧手

翻，是自由奔跑的游牧童年。孩子们是

被上帝亲吻过的诗人，他们的语言记录

下来就是诗歌。影片没有强烈的叙事

冲突和戏剧性剧情转折，借孩子们的眼

睛阅读世界，任由孩子们的“小欢喜”和

“小别离”自由灵动地结构着整部影

片。童年是每个人生命最开始的快乐

时光，伴随着“离别”的累积，我们开始

成长。

离别：城市、成长

与开往现代文明的“火车”

当“离别”的主题开始出现在影片

中，就不难发现《第一次的离别》要说的

远不止导演对故乡和童年美好而遥远

的致意。影片开场两个想外出打拼的

维吾尔青年；在外上学写信向艾萨描述

远方生活的艾萨哥哥；为了接受更好的

教育搬去城镇的凯丽一家；越来越多对

维吾尔族人现代生活一面的描写，也饱

含着导演对当下深刻的思考。

《第一次的离别》的片名源自艾萨

的一趟语文课。艾萨和凯丽在学校课

堂学习与“离别”相关的诗歌、课文。教

室里，凯丽大声朗诵着“独在异乡为异

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样子夸张而努

力，天生的喜感让人忍俊不禁却又心疼

不已。通过现代教育方式，孩子们开始

认识“离别”。

一系列的“离别”在艾萨的故事线

中表现得尤为完整。

与被送去“养老院”的妈妈告别。

因为患病无法照顾自己的妈妈要被送

去养老院，虽然不舍，但面对母亲屡次

走丢，无人照顾的局面，年幼的艾萨不

得不接受与母亲分别的现实。影片中

他为妈妈吃饭、喝水、梳头的日常，夕阳

中对哥哥说出希望妈妈回家，对他们说

一句：“孩子，妈妈回来了。”

与去远方上学的哥哥告别。哥哥

领走前叮嘱艾萨一定要考上大学，去外

面看一看，上比哥哥更好的学校。哥哥

给艾萨来信，向艾萨描述火车的样子和

外面的生活。坚强的男孩承受着离别

的孤独，渴望着长大与远方。

与转学去库车的童年伙伴凯丽告

别。红裙子女孩凯丽像个精灵，她自由

快乐，活泼大胆，有着不输给男孩子的

天然“野性”。这样的凯丽因为上课迟

到，被老师训哭；因为普通话只考了20

分，被迫要搬去县城上学。凯丽问妈

妈：“能不能把艾萨也带走，把我的朋友

也带走？”母亲回答：“不行，每个人都要

学会离别，没有人是不分别的。”

与走失的小羊告别。小羊是艾萨

与凯丽共同饲养的，喂奶、搭圈，悉心照

料，是两人童年生活中的一个符号。影

片最后小羊的走失，也象征着艾萨与童

年经验的一种断裂与告别。人总要成

长，纵使伴随着疼痛、和孤独。

以上这些都是现实的具象的告别，

通过艾萨的故事呈现给观众；而影片想

要传达的心灵与象征层面的告别则是

与故乡，与童年，与新疆传统农业文明

的一种告别。

生活在远疆的孩子们，甚至没有办

法对远方的世界进行更为具体的想

象。“火车”甚至成为了他们从大人们口

中获得的关于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意

象，代表着他们对于远方、城市和未来

的想象，给他们一种前进与成长的寄托

和动力。在凯丽转学前留给童年伙伴

艾萨的画里，三个孩子互赠离别的鲜花

和礼物，“火车”从头顶开过，驶向远方

和未来。在哥哥写给艾萨的信里，“火

车”上应有尽有，比爸爸口中的还要棒，

满载着对现代文明的知识成果和美好

生活的憧憬。更重要的是火车上有“窗

户”，象征着看世界眼睛和面向未来的

梦想。

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比

中，象征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故乡与童

年，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来自远方现代文

明的挤压与改造。就如同普通话学习

屡屡受挫的凯丽，在棉花田里陶醉地用

维语唱着一首欢快的童谣。这是自由

的田园生活遭遇现代教育规则的“创

伤”，是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和地方方言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茫和焦虑。而现

代文明与知识未来却早已被编织进孩

子们的成长中，就如同凯丽终将与过去

的童年经验的告别，进入城市，融入新

的生活。

《第一次的离别》将对故乡、童年与

传统农耕文明的质朴诗意与城市、成长

和开往现代文明的“火车”，通过一首

“离别”的抒情诗呈现在大银幕上，被治

愈和唤醒的经验对象的除了重返童年

的导演，还有疫情之后重返影院的电影

观众。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当电影市场复工复产紧锣密

鼓进行之际，某些细节的调整也许

不能被忽视。这里提出电影发行

上映中对于最低票价的约定问题，

供大家探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市场

的最低票价已经上到 35 元，二线

城市最低也到了 20—25 元。中国

电影产业飞速发展当中，票价水涨

船高非常自然，也是保护整个产业

链的各个利益的正常举措。

这些年最低票价政策的制定

对于行业、产业的帮助与保障都非

常必要。

现在，经济环境在消费领域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

政府已经反复在号召人民真的要

紧张起来过紧日子。2020 年的疫

情打击了社会的经济层面，外部大

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过紧日子意味着人民群众的

口袋不宽松，意味着低收入阶层面

在扩大，更意味着消费拉动对于经

济复苏的压力空前加大。

根据这种已经摆在面前的实

际情况，我们为着让电影这种大众

化消费能够持续满足于人民，适当

降低电影最低票价，从而降低群众

走入影院的门槛，就变得十分必

要。

电影票价本身就是要随行就

市的，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市场环

境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社会的

实际消费力下降了，尤其是单体消

费能力和家庭消费能力下降了，票

价的降低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姿

态。

中国电影产业是依赖于整个

国 家 的 消 费 力 增 长 而 发 展 起 来

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消费力因

为四大方面的因由，出现了飞快的

发展。

其一是城镇化速度的飞速发

展。中国在四十年来最根本的发

展是城镇化。改革开放之初，城镇

人口只有总人口的 18%，现在超过

了 68%，这是中国社会最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根本变革——社会结构

与文明的变革。

这个变革配合着城乡人均收

入水平的上升，整个社会的平均购

买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二是国家经济综合实力增

长带来了城镇文化生活的发展，电

影不仅成为了一个现代人、城市人

必须接受的刚需，而且更多的电影

院雨后春笋般出现，电影消费已经

是最为年轻人和社交族群的娱乐

生活场景。

第三是更多元化、更高艺术水

准的电影作品进入市场，它们和互

联网的新零售相结合，和社交媒体

相呼应，和高新技术的应用相匹

配，使得电影市场具有了更加满足

社会要求和时代层次的意义。

最后，带来围绕电影的社会消

费力提升的重大因素是院线规模

和影城创新的大发展。

中国院线的银幕数量已经全

球第一，中国影城的高大上也是世

界的前列，虽然在美国、欧洲、日

本、泰国等地高档次影城也很多，

但中国的影城层次多样，已经在设

计水平和观赏水平等方面走向了

崭新的高度。

近二十年来电影市场票价的

提升确实是有理由的，如果不是这

次疫情的冲击，院线市场和产业的

产能不会遭到如此的伤害，很难说

票价是否还会上升。

向前看，电影市场的兴旺还会

回来，复工周期也会很快转入正常

的档期上映，票价终究是能够站稳

的。也许有人会说下一个阶段，影

院将迎来线上观影的冲击，线下的

影院收入必定会减少。

当然，互联网的意义也许在这

里，在网上观看电影的人次一定会

增加，尤其是三类影片的观众，一类

是艺术电影的观众，所谓少数派影

片，这类电影影城的场次本身就不

高，片源也不多，喜爱的观众大都是

个人意志指引，而非有社交要求。

艺术院线在中国电影市场上

难以成功的原因也在这里，因此它

形成不了对于院线影城的影响。

第二类是看老片、旧片，除了

在网上搜寻，一般院线都不再会排

片，但是很多老片还是很有价值

的，很值得一再欣赏的，这类影片

同样不属于社交要素，拜互联网所

赐，有电影艺术追求的观众有福

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优秀的史上

曾经名垂青史的电影，可以抚慰我

们心灵的节目。

第三类是国家没有引进版权

的电影节目和院线不会上映的网

大和网剧一类。这些节目对于院

线构成相当的竞争力，不完全因为

它们的存在，而因为人们精神生活

的丰富，精神生活需要艺术体裁越

加多样、丰富多彩。

难道这些观众是从原来的电

影观众当中分出去的吗？结论是

“不”。因此以追求新影片，追去社

交生活，追求时代氛围包括技术与

艺术体验为宗旨的现代电影观众，

是不会拒绝院线影城的。

电影院比网上更属于大众艺

术并且是社交的，这才是对于电影

的真实的认识。

况且，在这次疫情阶段，院线

市场也在发生大的变化。一些不

留恋旧市场和旧事物的影城正在

转向生活馆的运营方式，死守多少

个厅的放映而等待附加值上升的

院线和影城不会再有希望。任何

倡导改变的团队与个人都是那些

信守未来而拥抱新事物的人。

为 什 么 我 要 说 票 价 定 在 10

元-15 元合适呢？这个最低是一

个政策，很多影城会在最低的政策

线上浮动增高 10 元左右，这样票

价也许还是会维持在 20 元-25 元，

甚至 30 元。这个幅度观众也许还

是能够接受的。

最低票价降低了，愿意进入影

城的观众多了，而原来的影城已经

变传统的就影城为崭新的生活馆

了，影城的收入也就完全不同了。

这就是没有必要迷信高票价的原

因。

当然，最低票价的降低不等于

一、二、三四线城市都按照这个“最

低”卖票，只是因此市场可以确信

一张电影票的消费压力可以减轻

了，市场认为院线影城的消费合符

观众的期盼了。

“最低票价”是市场化的产物，

降低最低票价的门槛是今天市场

的需求。作为政策的调整能够给

市场释放善意的信号，相信大部分

片方、发行公司是可以响应的，大

多数影城也是可以接受的。

以降低票价换取增加流量是

一个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流量

才是力量，不是票价是力量。什么

是当下的内功？内功就是稳稳地

把握自己的流量。

现在我们关心的当然是流量，

复工第一周，上线的影院数还不到

一半，说明喊着要复工的不是大多

数影城。第一天开出的场次仅仅

是正常场次的 1%，说明各项复工

的条件还未及时到位，票价自然还

不会回到高位譬如 70、80、90 元，

说明复工开业的头脑倒是很清醒。

其实最怕的还是疫情前那样

的旧思路经营院线和影城。这一

个月就是看谁家的流量能够出现

所谓“报复性消费”的情形。这是

一场挑战，更是一次拷问。

新模式请从降低票价门槛始，

用社交、生活馆、跨界、大数据等方

法拉升自己的流量，用能够把旧片

放映好，放映活拉升自己的流量。

没有大片，没有强片，没有黑

马的日子说不准会在以后的日子

反复出现，譬如进口大片因为国外

不能够正常复工而难以推出，这样

的概率就不一定是小概率。如此

整个电影市场的格局都会完全改

变。

你不去改变，形势都会改变。

而迷恋旧格局，包括票价和频频杀

入的大片、“黑马”，你就只能任由

一江春水向东流。

最后还是那个道理，需要降低

最低票价，换取流量，它会带给你

新的格局的曙光。

电影票
最低限价的商榷

■文 /赵 军

《风声》再起，复盘它的“类型经”
■文/周 舟

■文/ 杨 丰

电影院复工后上映的片单中，一些

经典影片也参与重映，其中就有2009年

国庆档上映的《风声》。11年后再看《风

声》，能更清晰复盘它的类型经验。我

们常说的“类型化”程度高，《风声》做了

最规范的演示。

类型与调性

《风声》的类型经验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它把握准了谍战片的类型调

性。谍战片，因为主题所涉政治阴谋、

权力倾轧、人性的幽暗、威逼利诱下的

背叛与构陷，调性大都是暗黑的，而高

群书、陈国富导演的《风声》以一种走钢

丝般的奇妙平衡兼容了原本存在矛盾

的类型调性和创作现实。

麦家的一些小说如《暗算》、《风声》

讲的都是抓“内鬼”，核心的表现主题是

在极致的压力之下，人性可能产生的扭

曲和人性中不可扭曲的坚守。《风声》的

整个故事情节就像一个被迫开始而不能

终止的杀人游戏，每个人都必须为了洗

清自己，指认攀咬他人。各色不堪回想

的残酷刑罚，对人性极致的逼迫，让观众

在电影院里面，犹如跟片中人一同被关

进黑暗的囚笼，完全呼吸不畅。影片的

前半段不遗余力还原了谍战片中应该有

的暗黑和残酷，一些影评人说它是我国

唯一一部R级谍战片，在这一方面《风

声》确实做到了国产谍战片的尺度极限。

如果只是如此，《风声》只成功了一

小半，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把谍战片的暗

黑调性和革命者的正面光辉形象完美

的调和了。麦家小说中常见的互相诬

陷，洗清自己的情节，变成了共产主义

者为了保护战友而自我牺牲，周迅扮演

的杜晓梦和张涵予扮演的吴志国为了

保护对方，都不惜自认老鬼，谍战片的

暗黑主题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崇高的共

产主义者的无畏与友爱。

高群书是一个特别善于把类型框

架和主旋律话语结合起来的导演。他

的《千钧一发》、《神探亨特张》都非常精

彩地把类型片与英模叙事有机结合，

《风声》也是一部拥有主旋律话语与情

怀的类型电影。不管影片的前半段有

多么的扭曲和暗黑，但走出影院时，观

众都为周迅和张涵予所扮演的共产主

义者的崇高情怀所感动。我想很多观

众跟我一样，听到周迅扮演的老鬼说出

那段独白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影片前半段是非常标准的类型叙

事，进入到后半段之后就切换到主旋律

的渲染与塑造，但这种过渡非常聪明、

非常自然，让观众并不抗拒甚至不察

觉。揭底老鬼的最后一段，高群书、陈

国富动用了慢镜、推拉、音乐、闪回等各

种手段来进行情绪的放大，奏响了影片

感情的最强音，这就是导演的功力所

在，对比柳云龙的《东风雨》和麦兆辉、

庄文强的《听风者》，显然技高一筹。

角色与明星

《风声》的另一成功类型经验便是

对明星的“错用”。类型片常常使用明

星，因为类型片中的角色往往是平面而

静态的，这正符合那些形象已经深入人

心的明星。在类型中使用明星可以正

用，也可以反用，正用就是利用明星已

有的固定形象来演出，反用则是反转明

星的既有固定形象来进行演出，《风声》

是后者。《风声》因为是华谊的“命题节

目”，所以必须要使用华谊当时打包的

群星，这对于导演来说又增加了难度，

因为当时华谊的明星公众曝光度非常

高，作为一个集体，大众对他们很熟

悉。但在《风声》中华谊的几大明星全

部都反转了他们的既有形象，没有扮演

最适合的那个角色而饰演了看起来不

太像他们的那个角色。华谊“双姝”周

迅、李冰冰，从个人形象和以往戏路来

看，李冰冰比周迅更像一个革命者，周

迅之前饰演的角色多为感性至上，完全

不搞事业的，但《风声》把她们调转了来

演，让周迅去扮演伪装成交际花的革命

者杜晓梦，虽然周迅在拍摄过程中，曾

说“找不到交际花的感觉”，但正是由于

这种跟观众既定印象有极大反差的选

角，让《风声》的戏剧张力得到了放大。

片中两位华谊男演员苏有朋和黄晓明，

也都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固有形象，做出

了各自演艺生涯中最大的突破演出，给

予了观众极大的新鲜感。

个人比较遗憾的是华谊的硬派男

星张涵予，在影片中还是进行了正用。

他看起来太正了，作者第一眼在影片中

看见他，就知道他肯定是一名共产党

员。如果把他和王志文的角色调转一

下，让王志文来扮演共产主义者，张涵

予来扮演那个暴虐成性的王处长，可

能给观众带来的震撼会更大。在作者

看来，张涵予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

角色都太正了，正角正演很容易就会

变得无趣。记忆中张涵予最有趣的角

色是在《动什么别动感情》里扮演陶虹

的前男友一个“极品渣男”，那是他演

艺生涯中最盎然有趣的表演。《风声》

中各角色的整体表演风格都处于一种

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而张涵予的正气

凛然有点违和。

《风声》是一部类型化程度非常高

的电影，无论是摄影风格还是舞美设

计、角色的造型设计，都紧密结合在类

型的叙事线里，没有任何的跳脱。对比

一下其他谍战片，就知道做到这些其实

并不容易，《东风雨》中男女主演偶像剧

式的特写镜头乱入，《听风者》中周迅和

梁朝伟差点演出了文艺爱情片的节奏，

无疑都是类型走形的败笔。《风声》全片

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不符合类型叙事的

明星特写，整部电影的叙事节奏凝练干

净，没有拖沓，没有任何分叉，观众从头

到尾被“谁是老鬼”之谜牵着鼻子走，直

到最后被强有力的煽情一击必中。11

年过去，《风声》依然是国产谍战片中类

型化完成度最高的一部，遗憾的是，当

年我以为它会成为中国谍战片类型潮

的先声，未料到是孤峰无双。

《第一次的离别》：

久别重聚的大银幕与献给童年的抒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