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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祁 海

有人说《八佰》胡编乱造。一是

夸大四行仓库守军的战果，美化国民

党。敌我双方的伤亡并不大，战斗没

有这样火爆激烈；二是给中国守军送

旗的女孩不是游水过河，而是通过地

下通道去四行仓库；三是中国守军没

有在敌机攻击时护旗，等等。

请注意！《八佰》不是历史文献，

也不是纪录片，而是文艺作品。生活

真实，是确有其事。艺术真实，是生

活中未必有其事，但合理可信，读者

观众就可以接受。取材于真实历史

的文艺作品，只要主要人物、主要事

件有史为据就行，情节、细节允许适

度的艺术虚构和夸张。拿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比照《三国志》等史书，历

史上的赵云护送刘备的家属过长坂

坡时没有打仗，并无单枪匹马七进七

出敌军重围之壮举；“草船借箭”、“三

气周瑜”、“空城计”、“蒋干盗书”等诸

多精彩章节也是无限夸大或子虚乌

有，但《三国演义》脍炙人口，谁会指

责它胡编乱造？记叙真实战役的电

影《上甘岭》，描写作战连队的坑道有

一名女卫生员王兰，深得观众喜爱，

其实和史实也不一致，上甘岭作战连

队卫生员全是男兵，王兰的生活原型

是在后方医院救治伤员，但观众并不

会较真。又如《大决战》、《大进军》、

《建国大业》、《百团大战》等史诗巨片

的情节、细节，与史料也有诸多不同。

与此同理，只要上海英美租界对

岸确实发生过数百名中国官兵在四

行仓库坚守四昼夜，指挥官谢晋元确

实是英勇抗战的英雄，中国守军确实

接受了女孩过河送来的一面旗，这几

点真实，《八佰》在大的方面就立得

住，至于剧中的作战、护旗是不是打

得那么激烈，女孩送旗是不是泅渡，

就不必与史实完全一致。《八佰》描写

的中国军民并不那么高大全，场景和

战争氛围的再现也很逼真细致。因

此，多数观众都觉得该片合理可信，

并非胡闹的“抗日神剧”。

本报讯 由曲萌担任总制片人，金

依萌监制，张林子执导，关晓彤、黄景瑜

领衔主演，官鸿特别出演的爱情喜剧电

影《月半爱丽丝》近日发布宣传曲MV。

MV 中，伴随着动人的旋律和磁性

温柔的嗓音，林晓曦与韩冰之间“双向

暗恋”的甜蜜爱情故事就此展开，两人

的互动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对于“美”和

“爱”的理解与反思。林晓曦（关晓彤

饰）因自己肥胖的身材而自卑，因别人

的偏见试图改变自己。而变瘦变美后

的她内心依然感到不安，直到韩冰（黄

景瑜 饰）向她道出真心，她才逐渐醒

悟，重新拥抱真实的自己。在这段奇幻

旅途中，林晓曦不仅收获了真挚的爱

情，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治愈和成长。

《月半爱丽丝》由北京映可大方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大连

新星集团有限公司出品，萌影画（北京）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天辰时代文化

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完美臻至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10 月 30
日浪漫上映。

（影子）

本报讯 国产动画 IP《青蛙王国》系

列电影，近日在发布一组续作《青蛙王

国之奇幻女王历险》的剧照后，紧接着

又“图透”另一部全新续作《青蛙王国

之极限运动》，相比前作，续作设定全

新升级。

从本次《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的

图透内容看，一改前作和另一部续作

《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的大自然

奇幻风，而蜕变为充满着酷乐潮嗨的

嘻哈拟人风，让人眼前一亮。图中，青

蛙王国的吉克公主褪去了绚丽圣洁的

皇冠和光鲜靓丽的公主衣着，转而身

披一套现代科技感十足的极限运动套

装，脚踩一个亮粉波点街头滑板，鱼跃

空中、冲向前方，酷劲十足。

《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除了打破

之前的大自然奇幻世界观，变为酷炫

嘻哈都市风之外，故事内容也将独立

于吉克公主成长历险成为女王的主线

剧情，是全新故事的番外篇。

该片由吉林动画学院、吉动禹硕

影视共同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美国传奇影业

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携手打造，根

据弗兰克·赫伯特小说改编，奥斯卡

提名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

科幻冒险动作电影《沙丘》（暂译）曝

光全球首支预告，“沙丘天团”部分

演员亮相，小说中让人难以忘怀的

传奇“沙虫”也真容初现。

弗兰克·赫伯特倾力编著的经

典科幻小说《沙丘》曾多次被改编

为影视剧作品，此著作启发了《星

球大战》、《阿凡达》等一系列经典

科幻电影，同时也影响了诸如佐杜

洛夫斯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大

卫·林奇等。

作为《沙丘》忠实粉丝的导演维

伦纽瓦，此番花费数年时间筹备和

制作了这部梦想之作，其坚持在真

实的沙漠中拍摄，以此向世界观众

展示不一样的科幻质感，希望能创

作出一部大家从未见过的科幻电

影，打造出充满诗意科幻的“沙丘世

界”。

据悉，《沙丘》将以两部的形式

完整呈现宏大的沙丘世界观，倍受

原著党期待的“沙虫”真容此次也在

预告片中首度惊艳亮相，科幻史诗

质感十足。维伦纽瓦和美术指导帕

特里斯·维梅特耗费超一年时间为

沙虫做造型设计。“我们从赫伯特

围绕沙虫创造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寻

找线索，从每一个小细节入手让这

样一个猛兽看起来合理，从皮肤的

纹理到它们在沙漠中进食时嘴巴张

开的方式。为了找到完美的形状令

其呈现史前的视觉效果，我们花费

了一年时间设计。”

预告中，饰演厄崔迪家族御医

的张震也惊艳亮相。作为厄崔迪家

族的一员，张震饰演的御医威灵顿·
岳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的角

色，命运的残酷安排下，他面临着光

明还是黑暗的抉择。对于角色，张

震表示：“岳医生是一位悲剧性人

物, 他情感丰富, 戏剧张力非常大,
有带动观众情感的角色任务。他聪

明且负有责任感，并与保罗有着极

其深厚的感情。”

此外，饰演保罗·厄崔迪的“甜

茶”提莫西·查拉梅，以及丽贝卡·弗

格森、奥斯卡·伊萨克、赞达亚、“海

王”杰森·莫玛、哈维尔·巴登等知名

演员也在预告片中亮相，而这只是

“沙丘”星球神仙阵容的冰山一角，

更多好莱坞明星的造型尚未揭晓。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李斯丹妮热血献

唱的电影《木兰：横空出世》同名主题

曲正式登陆各大音乐平台，一经上线

便收获无数网友喜爱。整首歌的旋律

和歌词都充满气势、振奋人心，经由李

斯丹妮演绎，瞬间展现巾帼英雄花木

兰一腔热血报效国家的决心，木兰的

忠勇节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首部国产木兰动画电影，

《木兰：横空出世》将于 10 月 1 日全国

上映。影片在《木兰辞》的基础上，对

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进行大胆改编，

同时也将木兰最本质的爱国精神原滋

原味保留在影片中，还原木兰的“中国

属性”。

（花花）

《木兰:横空出世》主题曲上线

文艺批评要走出一些误区
——从电影《八佰》之争议引起的思考

《青蛙王国》续作全新设定升级

《月半爱丽丝》发布宣传曲《女神》MV

本报讯 近 日 ，荒 诞 喜 剧 电 影

《日 不 落 酒 店》宣 布 定 档 12 月 12
日。该片由黄才伦、张慧雯联手沈

腾以及一众“麻花笑将”主演。

黄才伦在片中出演神经质强迫

症，塑造一位人生活成复印机、十

年重复如一日、计划大过天的“数

据控”酒店经理石月。造化弄人，

完全没谱的现实生活就这么突然

来到了，被迫“升职加薪”，打破了

石月早已制定完毕的未来十年个

人生存规划。所有的奇幻之旅由

此打开。

《日不落酒店》发生的种种荒

诞人生故事，完美诠释各行各业

小人物谋生的艰难与苦涩 ，用极

具荒诞色彩的喜剧元素 ，展现嬉

笑 背 后 的 隐 忍 与 无 奈 。 一 切 新

的开始，都要打破现有规矩的束

缚 ，想 要 拥 抱 新 生 活 ，就 要 先 打 破

自己。

（影子）

荒诞喜剧《日不落酒店》定档12月12日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定档10月16日

本报讯 近日，由陈传兴导演的叶

嘉莹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宣布定

档10月16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片方于近日释出了“荷花”定档版

海报，海报以荷花为主题，反映了叶先

生与荷花的渊源。叶先生生于 6 月第

一天，父母为她取了小名——小荷子，

故她平生对于荷花情有独钟，自少年时

代即写有咏荷之作。荷花出淤泥而不

染，意在表达叶先生虽然出身于乱世，

但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保持对古诗词

的热爱。 （影子）

《沙丘》全球首支预告发布“沙虫”真容

本报讯 爱情喜剧电影《关机》定

档 9月 12日，片方发布“重启爱”版预

告。该影片由顾蕾、朱展陟编剧，郭

昊明、陈希执导，何杜娟、刘岳主演，

张颂文友情出演。

预告中，开场就以手机电量仅剩

10%展现即将关机的紧迫感，紧接着

便是充电 12%的提醒，隐喻了影片 9
月 12 日上映的信息。伴随着萧总的

视频电话和歇斯底里的咆哮“谁让你

关机的”，故事线就此展开。

预告以“错付现在、关掉过去、重

启未来”三个主题串联而成,女主安然

(何杜娟 饰)意外失恋，错付了现在；她

手机关机，却遭受到工作、爱情、家庭

的多重打击，导致精神萎靡，而“男闺

蜜”大伟(刘岳饰)却一直在不遗余力寻

找她，当得知安然可能患有轻度抑郁

症时，他眼里的焦急充分暴露了“男闺

蜜”超乎寻常的关心，他一直试图想要

帮安然关掉过去；后边画风一转，安然

手撕前男友，与大伟霸气大喊着“我失

恋了”、“我想谈恋爱”，两人四目相对

的那一刻，似要重启未来。 （影子）

爱情电影《关机》发“重启爱”预告

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成功，要看

主流。

我也可以数出《八佰》的种种不

足之处，但不会一叶障目。我力挺

《八佰》，为的是支持创新！

《八 佰》是 亚 洲 第 一 部 全 程

IMAXI 摄影机拍摄的战争大片，用

数十万平方米置景工程重现浩大的

历史场景，成为电影工业方面的全

国第一。

更重要的是，《八佰》首次以大

片形式展现了全球战争片从未见过

的一场特殊战争：一河之隔，北岸是

枪林弹雨的火爆战场，南岸是歌舞

升平的繁华洋场，战争与和平的反

差何等强烈！精忠报国与醉生梦死

的对比何等鲜明！《八佰》编导确实

有眼光，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可借

助电影艺术浓缩为独特的历史环

境，高度集中概括地展示众多独特

的人：昏暗仓库内坚守的中国士兵、

灯红酒绿街市的芸芸众生，他们的

人生态度都在变化，灵魂得到净

化。胆小的士兵变得坚强，本来隔

岸观战的看客积极帮助对岸的中国

守军，教授、家庭主妇、戏子、烟花女

子、小混混，都在为抵御外侮出一份

力。在刻画卑微小人物方面，《八

佰》无疑远超以往的国产全景式史

诗大片！影片描写的这场奇特环境

下展开的奇特战斗，打了四天四夜，

动作、场景、光影、剪接（尤其是两岸

不同景象的对比式蒙太奇），当然可

以变化丰富。

描写四行仓库保卫战，无论文

学、舞台、荧屏、网络都很难表现得如

此逼真、壮观、大气！《八佰》的选材和

艺术构思，在如何充分发挥综合艺术

表现力方面有重大突破，这是真正的

电影，属于宏观创新，尤为难得！

《八佰》热映，八百壮士保国卫

民的故事立即在全国家喻户晓。在

上海，参观四行仓库的遗址和抗战

纪念馆的民众更是络绎不绝。让广

大群众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获

得高级的艺术享受，这就是《八佰》

作出的贡献，有的人为什么硬是视

而不见？

多看《八佰》的亮点，有利于鼓

励艺术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

评论者自身的水平，评论者也应该

与时俱进，更新观念。

有人批评《八佰》只见大场面表

象，没有深挖人物内心世界，没有写

出四行仓库之战的深刻政治背景，

因而显得浮浅。

这是批评者以他们自己喜好的

某种电影类型风格去衡量《八佰》。

《八佰》和《大决战》、《大进军》、

《百团大战》等，不是戏剧化电影或

文艺片，而是纪实风格的全景式战

争大片，以军民集体群像和具有视

觉冲击力的造型，组合成大泼墨而

非细工笔的大史诗格局，写大事件

和大氛围占的比重会大一些，对人

物出身经历和思想性格变化发展的

刻画，就不可能像戏剧化电影、文艺

片或长篇电视剧那样完整过细，只

要有某些鲜明的性格特征即可。在

《八佰》中，怯懦无知的农村兵端午、

怕死的文职会计“老算盘”，老兵油

子羊拐、外强中干的老铁以及租界

的教授夫妇等，基本上完成了这个

任务，能让人记住。

至 于 指 挥 官 谢 晋 元“ 戏 份 不

足”，显然是编导有意以写群像为

主，要和以往的八百壮士题材电影

拉开距离。

《八佰》不是西方的政治片，该

片也揭露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借四行仓库之战做表演秀，一部战

争片的政治批判写到这个程度，也

就可以了。假如有人要另写一部以

批判为主，通过剖析四行仓库之战

更深刻地揭露国民党的政治电影，

当然也行，但不能要求《八佰》也承

载这个任务，要允许每部文艺作品

可以有不同的写作角度，横看成岭

侧成峰，各有千秋。

艺术作品表现某一情节，也可

用多种手法，可各臻其妙，未必有高

低之分。

据说历史上的孤军营将士撤入

英租界并没有与日军交火，日军因

尊敬中国士兵而停止射击，八百壮

士排着雄壮队列过桥。有人认为

《八佰》应据此写结尾。我认为这种

构思的文学性张力会强一些，未尝

不可。但《八佰》现在的结尾也不

差，孤军营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和暴

风雪在桥上浴血突围，其悬念、动

作、造型、剪接，可产生另一种震撼

力，满足集体观看的情绪宣泄快感，

较符合剧场艺术的需求。看电影，

其观赏方式与个人阅读和看小屏幕

还是有所不同。

牡丹艳丽，梅花清雅，都很美，

你说哪个才是最好？

再现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电影《八佰》，在上映之初，就有人不断发评论全盘否定该片。

在网上信息可快速传播的今天，劣质影片很难骗人。口碑不好的影片，票房会一夜之间断崖式崩塌。但《八佰》

没有被唾沫淹死，票房坚挺，首映十几天就轻松闯过20亿元大关。这就说明，那些全盘否定《八佰》的理由，得不到全

国多数观众的认同，倒是暴露出文艺批评的一些通病。

▶ 争议话题一：该不该将虚构与虚假混为一谈？

▶ 争议话题二：该不该用一种模式审视所有作品？

▶ 争议话题三：该不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