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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VR单元观看札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谈谈电影市场的
“定权”

■文 /赵 军

■文/周文萍

中小成本电影如何才能做到“美”？
——以近年优秀广东中小成本影片为例

粤港澳电影专栏

电影是娱乐界的顶级象征，在这

个产业领域很少有人考虑所谓定权

的问题，这里片酬最高的明星就是文

化产业的“皇”或者“后”。

而什么是“定权”呢？一个规范

的社群，每一个成员不单有保护自身

的权利，有确定怎样参与这个社群活

动的权利，而且有参与社群的活动并

且针对上游发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直

接参与干预社会的活动。

过去，所有权利都是由这个群的

最高地位者发布、给予的，现在，即使

成员是志愿加入这个社群的，他也不

需要由别人来约束他的权利。

那么，在这个群中，围绕权利的

秩序将怎样延续？

“定权”概念的提出，就是社群去

中心化的一次演绎。不管下来的定

权如何规矩，重新认知这个“权”需要

“定”，比什么都关键。

回到电影，明星、导演们在从前

是可以确定一部影片的权利的，或者

投资人是可以确定一部影片的权利

的。观众就是受众，受众的权利自然

是被动的。

道理很简单，娱乐文化以电影最

高，电影以投资老板、导演、明星为最

高（中间可以分级）。今天的认知有

了改变，因为最高不单单要经过市场

的检测，更重要的是，今天各种因素

促成了各行业的去中心化，包括电

影，并且一定首先包括电影。

观众在觉醒，他们有了很多的选

择，余下的仅仅是他们自身的辨识而

已。所以字节跳动公司的口号就是：

“你喜欢的就是头条”。

字面上看这是在讨巧和市场化，

但是这里头包含了三大价值观的转

变。就是这三大价值观的出现，当代

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江山——智能互

联网的江山就被颠覆了。

第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看见了

我自己的意识，它应该成为我的王”。

《哪吒》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就

已经比“我的地盘我做主”更加明显

地突出了我的意识正在觉醒，它不单

单是做主，而且能够与天抗衡。

什么东西能够抗衡上天，就是人

自身与生俱来的意识。这个时代最

清楚的事情便是意识在觉醒。我的

意识是用来认知的，是用来辨识如何

选择的。它是任何权利合法性的第

一拥有者。

这就出现了对于社群成员地位

的重新确认，这个定权于是有了新的

含义。

在所有定权中，电影不是最核心

的，但对于它的消费者意识是可以做

到最直观的。这个过程不是知识和

教育堆砌起来的，是人的意识在一个

较长的时间中具有了辨识的能力，而

后得出判断的。

因为个人能够判断他对于一部

电影的好恶，他就能决定出他对于一

部影片的权利，然后就成了他们对于

一部影片的给定：市值，价位，和价值

观标签。

也许我们会问难道过去观众不

也自己决定是否捧场或者抵制吗？

为什么是今天才将这些说成是定权

呢？这就说到了定权的第二大价值

观的出现：

社会立场通过网络的传播形成

了定见。在前智能互联网时代，哪怕

只是在人们借助互联网大兴社交的

时 代 ，网 络 的 力 量 是 形 不 成 攻 击

力的。

没有攻击力的舆情当然也没有彻

底的影响力。这不符合智能互联网的

算法要求。归根结底是互联网与计算

机的联手，这个世界就被颠覆了。

人性有两大特性，一是趋群，它

不是社交的问题，而是族群化生存的

问题。族群化生存第一要求是找到

共同的价值观，计算机提供了最快捷

的算法平台，族群和任何群的建立易

如反掌。这个过程就是舆情大暴发

的过程，如此，定权现象随之而出。

共同价值观会指向一部电影的

市场合法性，尽管人们不使用合法性

这个词，但是，“群”所出现的或者冷

淡或者火热，都会在趋群的社会或者

大型，或者小型的运动中，让一部影

片或者赢得市场的“合法性”或者相

反——合法性不是法律界的专利，而

是网络民意具有的权利。

我们不要以为一句“互联网不是

法外之地”就相信一切问题都一定解

决。因为网络的算法走民意，走观众

的心，也就是意识制胜。

人性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古人

说的“权变”。定权而可以交易，交易

就是变通。这样的结果不一定能看

到标准化的格局，譬如说很标准的每

一件事情的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

给了定权者很大的交易空间。

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某

种权力寻租的原因所在。定权跟权

变之间的关系在电影市场上通常会

是一种或者上档节目短缺，或者上档

节目的变化关系。

即当节目短缺的时候，定权会发

生使节目价值提升的市场行为。譬

如现在档期上强片少，《八佰》硬撑住

这个档期。《八佰》的市场价值、档期

价值显著在提升，这个提升就是定权

在起作用。

如果人问不是物以稀为贵的市

场规律在正常发生作用吗？是的，但

是，现在还加上了消费者的意识选

择。这个意识选择最终确认《八佰》

还是值得看或者就是不看。

因为我们眼光所及，万物互联，

消费者能够在娱乐消费领域花钱的

地方多了。电影是刚需，而定权则是

刚需当中设置的一道意识的流程。

第三个价值观的变化恰恰就在

这个“流程”里。重新定义电影市场，

是智能互联网时代的题中之义。今

天的影城都很困难。因为时代变了，

但是影城的管理运营基本不变。定

权的概念在当下所以引起关注，就因

为 它 有 部 分 维 度 是 衡 量 影 城 的 时

代性。

影城院线自己不去革自己的命，

自己不主动改变游戏规则，定权的潜

在意义便是帮助改变游戏规则。

经过定权，院线影城的地位很可

能就会下调，或者某一些院线影城的

地位就会下调。或者在产业上中下

游的博弈中，整个终端的地位都会

下调。

定权是不需要发布宣言的，它是

一种天然发生的，在时代的各种参数

发生改变时，定权就发生了。

它的表现形态并非看不见。广

州某区一家传播公司的老总与我谈，

他们准备发布“XX指数”。“XX”是该

区的名字。指数的意义无疑就是替

有价值的事物定权。

譬如电影指数，只要常年坚持发

布，这个指数是会产生权威效应的。

其权威效应就是定权。某种电影指

数的出现，譬如市场景气指数，档期

指数，新片指数，等等，一般你不会发

现它怎样出笼的，一般它是会由混沌

逐渐清晰的，一般社会对接受度是不

抵抗的，如此定权的主观意志一定会

渗透其中。

就算我们承认它的客观性，但更

加本质的是，这个客观性已经不再像

从前那样受到产业中人的调节。电

影的定权就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即产

业的主动权将部分让渡予某些我们

暂时看不清来自哪里的方向。

游 戏 规 则 的 真 正 改 变 就 在 这

里。当着我们看到强有力的部门在

监管着电影产业的方向和具体每一

个项目的时候，社会从计算机、互联

网的角度已经建立起了定权的规则。

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而且是大

趋势。面对这场定权革命，电影产业

应该怎样应对呢？

我想我们应该顺应这样的时代

变革，尊重时代的变革。定权不是市

场经济规律，定权是消费者意识的自

主，它要求我们研究当代消费者的意

识，当然，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向消费

的流俗低头，还要有强大的天性引领

时代与社会。

但是，一定要记住，定权后面是

社会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共同价值，

它作为趋势和格局，已经成为了一个

新的世纪。

电影市场上，虽然最吸引观众目

光的是一些大片，但大部分影片是中

小成本制作。作为全国电影最大票

仓的广东也不例外。近年广东省年

产电影约 80 部，大多为中小成本影

片。这当中不少影片并不成熟，但也

有一些影片制作精良、真切动人，属

于“小而美”的精品。本文将结合《天

籁梦想》、《灵魂的救赎》、《过昭关》等

广东出品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中小

成本影片，来谈谈此类影片如何才能

做到“美”？

首先，故事不妨单纯，叙事要完整

集中。

由于资金限制，中小成本影片往

往没有条件拍摄宏大壮观的场面，也

无力邀请当红明星主演，因此不能以

大场面、大明星来吸引观众和掩饰缺

陷。这就对影片的故事性提出了更高

要求。但是，这并不是说此类影片的

故事一定要曲折复杂或要使用特殊的

叙事技巧。相反，中小成本影片的故

事不妨单纯一些，但叙事上要做到线

索清晰、结构完整。本文所涉的几部

影片即是如此：《天籁梦想》讲述几个

西藏盲童独自出门、到深圳参加电视

选秀的故事。《过昭关》讲述独自住在

农村的爷爷带着回来过暑假的孙子上

路、到镇上去看自己的一个老朋友。

《灵魂的救赎》讲述一个因地震失独的

中年人同一个与自己儿子相貌相似的

孩子之间的交往。故事单纯的好处是

能够集中线索、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给观众留下清晰的印象。这一点看似

简单，但恰恰是许多影片难以做到

的。因为这要求创作者对影片主旨有

清晰的认识，要勇于放弃那些哪怕是

看起来很精彩的旁枝末节。许多不成

功的影片正是因为无法做到这点，以

致在太多芜杂信息的影响下失去了主

旨，使自己变得面目模糊。

其次，人物行为不妨特别，动机、

情感必须真实。

广东的中小成本影片大都不是强

情节影片，情节吸引力并不强。几部

优秀影片真正打动观众的地方还是人

物的性格与情感。以《灵魂的救赎》为

例，主人公何国典刚开始对小学生宋

文西紧紧跟随，行为表现就像个人贩

子。随着情节展开，人们虽然了解到

他是因为一直放不下死去的儿子，但

仍然会感觉其反应有些过度，直到最

后人们发现他放不下儿子的根源不仅

在于对儿子的思念，更在于对儿子的

愧疚，这才对他有了真正的理解，与他

产生了共情。又如《天籁梦想》，几个

盲童仅仅靠着其中一人快要失明的一

只眼睛带领就贸然离开家、自行出发

去拉萨和深圳的行为，在普通人看来

是不可思议的，但孩子们站上舞台歌

唱的梦想追求是真实可感的。当人们

了解到孩子们不可思议的行为是源自

他们对梦想的追求时，这些行为也就

格外动人。

第三，内容不必复杂，内涵挖掘

要深。

鲁迅曾说，创作“选材要严，挖掘

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

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

乐”。这对中小成本电影创作同样适

用。一个影片表达的内容不必太多，

但对所表达的问题必须深入思考，发

掘出深度，才能引发观众共情和思

考。以《过昭关》为例，影片形态上是

公路片，内容无非是爷孙俩一路上的

所见所闻。但影片并未简单地将这一

次旅程表现为一次热闹浅薄的猎奇之

旅，而是细致表现了爷孙俩与路上各

种人物的交往细节：他们有的处于人

生的低谷，有的对人性充满怀疑，有的

处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有的坚守

在人生的晚年。而无论面对谁，爷爷

始终不曾失去他的善意与从容。他鼓

励失意者、宽容怀疑者、安慰伤痛者，

又看望相识者，他“关关难关关过”的

唱腔显示出中国人传统的生命智慧，

也将这次普通的旅程升华为了一次充

满智慧的“生命之旅”。

《灵魂的救赎》则在以“失独”表达

父子情的基础上反思了当代家庭中子

女缺乏父母陪伴的问题。何国典在儿

子在世时没有能好好陪伴他，甚至在

最后一次见面时还打了他，这使他在

儿子死后一直满怀内疚，无法释怀。

缺乏陪伴的问题在宋文西父母身上同

样存在，他们的忽视也导致了儿子与

父母情感的疏离。对这种精神“失独”

的表现正体现了影片对“失独”问题的

深入思考。

《天籁梦想》影片不是以居高临下

的同情姿态猎奇式表现藏区盲童，而

是深入展现了他们对梦想、友谊等的

执着，显示了孩子们的性格魅力，其表

达同样值得肯定。

最后，场面不必太大，艺术表现

要精。

中小成本影片难以表现大场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上的粗制滥造。

本文提及的几部影片在艺术表现上都

各具特色。《灵魂的救赎》演员表现出

色，以饰演小人物见长的演员王迅和

童星张峻毫分别饰演何国典和宋文

西，前者鲜活，后者自然，将两个同在

孤独中渴望父子情的角色表现得生动

感人。《过昭关》的特点是在纪录片一

般的真实中饱含诗意。无论是孙子对

毛巾的嫌弃还是爷爷将孙子落下的牙

齿扔上房顶，都是人们熟悉的生活细

节。爷孙俩留在货车司机车上的一朵

小花则温暖了司机的内心，让他绽开

了笑颜。《天籁梦想》中几个藏族孩子

的本色演出朴实自然，银幕上的西藏

风光更是纯净壮观。

与大片相比，中小成本影片大都

不具备商业上的优势。但创作者如能

潜心创作，制作出故事单纯完整、人物

情感真实、内涵发掘深入、艺术表现精

良的精品，那么即使一时不能取得很

高的票房，也仍然会获得业界及观众

的认可。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今年是虚拟现实（VR）单元在

北京国际电影节开设展映的第三

年。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影

院上座率控制，今年的 VR 展映单

场只能允许 6 人同时观看，相较往

年更加一票难求。虽然上座率与

影院保持同步，但 VR 带来的却是

完全个体化的观看体验：每个头戴

式设备连接一台主机，每位观看者

的播放起止时间都会稍有不同，在

某些单元还可以自行选择作品的

播放顺序和暂停时间。

策展人将此次展映命名为“入”

（immerse），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 部作品被分别编进“入目”、“入

境”、“入幻”、“入秘”四个主题板

块，旨在强调这一新媒体观看方式

的沉浸意味。在四个主题板块中，

“入目”与电影的关系最为直接，五

部展映作品的创作者本身就是已有

拍摄经验的华语电影导演，且此一

作品合集由侯孝贤和廖庆松两位共

同担任监制，无疑是一次 VR 与电

影的碰撞交汇实验。因此本文主要

谈一下“入目”的几部作品。

邱 阳 导 演 的《O》被 两 位 监 制

指定为这一合集的开场，这是一部

类似于沉浸式戏剧的作品，全程由

法国行为艺术家 Olivier de Sagazan

提供表演。整部作品只有一个机

位，观众被放置在水面中央一个悬

空的固定位置上。影像一侧是由

金属板、水池等构成的表演区，其

它区域则是一间废弃公交车站的

空镜。艺术家在表演区使用陶土、

稻草和油彩不断改变、重塑、拆解

自身，从最初的西装革履到塑造出

乳房孕肚的轮廓、带血生产的巨大

创口，直至最后一丝不挂跃入池中

（羊水）、触摸火焰，贡献了一场关

于生命、文明的倒叙表演。在临近

作品结尾处，艺术家从表演区走下

来，我们这才需要跟随他的行动旋

转座椅，继而 发 现 在 刚 刚 观 看 的

背后，出现了一块顶天立地的发

光板。这完全是柏拉图洞穴比喻

（也常常作为电影的原初比喻）的

挪用——戴上 VR 设备意味着进入

洞穴，VR 在提供乌托邦的同时也

暗含某种囚禁——我们与现实世

界彻底隔绝了。在《O》当中，艺术

家最终走向了光源/出口，而观众

摆脱乌托邦/囚禁的位置，则要等

到摘下 VR 眼镜才能拥有。

《董仔的人》具备很强的叙事

性，是这一系列中唯一一部采用主

观视点的作品（其它作品都使用了

客观视点，即将观众放置在一个客

观的、与叙事无关的观察者的位

置）。当影像开始后，通过人物的

对话、观看、行动，观众会逐渐意识

到自己被设置成为叙事中的一个

“角色”——一尊古董佛头，整部作

品则是完全通过佛头/观众的视点

来开展。导演李中不仅在视点方

面下了很大工夫，他也将犯罪、喜

剧、黑色等种种电影元素放置到

VR 实 践 之 中 。 观 众 既 参 与 进 叙

事，成为被抢夺、被展示的对象，也

拥有了观看与被看的双重凝视，甚

至还通过镜子完成了自我形象的

指认，一套操作下来让 VR 的特殊

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作品

的运动镜头也最为丰富，不过丰富

运动镜头的结果是产生了同样比

例的眩晕感。因此，虽然复杂的调

度能够提供充沛的影像信息，但引

发的眩晕感成为其不容忽视的副

作用，也说明更适宜 VR 的镜头语

言还处在不断实验和摸索中。

《幕后》也是自始至终只有一

个固定镜头，但与《O》不同的是，

赵德胤导演的这部作品更突出“环

景意识”，即叙事不仅发生在观众

的视界范围内，也同时发生在 360

度影像的其它区域中。《幕后》复现

了导演前作《灼人秘密》的一个段

落，但与电影中不同的是，观众除

了看向演员的表演区之外，也可以

随时转动座椅看向左右后方——

在这些地方发现摄影机、剧组人员

以 及 整 个 摄 影 棚 的 全 貌 ，即“ 幕

后”。正当观众以为上去中断演员

表演的导演就是“幕后”的操控者

时，真正的导演赵德胤又从“幕后”

走向“台前”，方才揭晓刚刚也是表

演，于是整部作品构成了一个真实

与虚构、台前与幕后“戏中戏中戏”

的三层套娃结构。其实电影史中表

现拍电影与“戏中戏”的电影不在

少数，特吕弗的《日以作夜》以及前

两年的《摄影机不要停》都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作品。但像《幕后》这

种对台前幕后进行共时性展现的作

品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只是观看的

开放性需要观众时时作出选择——

选择观看一方就意味着放弃另一

方，也不免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蝴蝶之舞》基本没有叙事，作

品由浪漫与写意的段落组成，可以

看出其是导演陈胜吉使用 VR 向经

典电影致敬之作。影像通过不同

场景表现了青年、老年两对爱人的

相恋时刻，这正是作品希冀使用爱

情比喻达成的主题：“跟电影谈一

场永无止境的恋爱”（导演语）。从

投影到白墙上的《火车进站》可以

看出，导演渴望借助这部作品来实

现一次新媒介（青年恋人/VR）与老

电影（老年恋人/黑白默片）的跨时

空对话，也是与电影恋爱的迷影式

表达。实际上，对于 VR 的创作者

来说，VR 的制作方式也唤起了某

种胶片时代的记忆——因为相比数

字摄影机的快捷倒带，VR 在拍摄

之后需要经过电脑算图与缝合后才

能形成回放，导演、演员、摄影师都

无法在拍摄结束后的第一时间观看

先前录制的内容，又像是重新回到

胶片时代的电影拍摄关系。

《山行》采用的是一镜到底的

运动镜头的拍摄方式，这与导演曾

威量上一部电影短片《妹妹》构成

了互文（同样是外籍劳工题材、同

样是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只是相

比起电影短片，VR 带来的强烈的

沉浸感，使观众更容易与影像中的

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对人物

的生存状况与困境产生更多的关

注。在这部作品中，摄影机镜头自

始至终被架设在汽车内部的前座

与后座之间，这一机位的设置体现

了导演的倾向性——观众前能看

见司机的背影，后可目睹孕妇的惊

恐，侧向一旁还得以瞥到车窗外城

市到山间的路景变化——观众分

享着车内外籍劳工全部的逃亡过

程与情绪波动，很难不产生感同身

受的心理效果。事实上，VR 的沉

浸感使其很适合引发共情，在本次

展出的其它作品如《钥匙》《战后家

园》里，也发挥了这一新媒体“共情

机器”的作用。但不知是不是“日

拍夜”的缘故，《山行》影像的噪点

多于其它几部，画质的清晰程度不

是很高，对沉浸体验产生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

“入目”展映的五部作品都从

不同面向建立起 VR 与电影的对

话，以各自的方式实验了 VR 的开

放性、有限性与可能性。VR 从电

影中汲取灵感，也赋予影像以创

新，与其它视觉机器一起构成了 21

世纪视觉经验的“星丛”。诚然，

VR 的实践也远不止“电影作为主

角”这一种方式，关于这一新媒体

的使用与表达将会持续处在不断

的探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