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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营销中的
互联网创新启迪

■文 /赵 军

（一）

互联网经济是本次疫情冲击最直接的得益

者，因为传统的依赖于物理方式改变的市场方式

已经过渡给了互联网，而我们知道市场是日常生

活须臾不能缺少的。

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货物的交易结算。过

去我们只是谈到了市场的交易功能，却远远没有谈

到结算，似乎只要有交易，结算一定就是题中之义。

没有深挖的是，结算后面还有一个“记账”，这

才是交易的最后环节。记账就是货币的到位。在

这个过程当中，商品的到位已经变成了钱的到位。

这个交易无形当中已经给出了两套价值：一

套是商品的价值，就是马克思说的使用价值；一套

是货币的价值，马克思说了一半，货币价值体现了

交换的价格。

但是马克思不认为价值等于交换，经济学家

们都承认货币是交换的必需品，是交换的媒介，是

交换的价值在一个特定的关系框架内由价格呈现

的货币的价值，而价格则最终由汇率和利率体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后一个价值才是

重要的，前一个价值必须为后一个价值服务，即交

换的价值控制了商品的价值。

如此资本主义就将人的真实需求做了根本的

异化，人丧失了自身真实的需求，就丧失了自身真

实的人性。

如果我们深究这个交易的全过程，我们就会

看到其中带来最大的影响便是货币的作用，而货

币的作用是在支付当中实现的。

支付，我们从来不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合适，但

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略略

改一下：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参与过程之间的

编码，和过程结束的价值呈现的。

在一个交换结束之后，是否应该问一个为什

么，即为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商品的价值和交换的

手续费而已，为什么变成了需要获得货币的价值，

并且被货币所欺负，在利率的空间里无所措手足。

人真正需要的是前一个价值，即商品的使用

价值，而不是货币的价值，交换费的接受仅仅是因

为交换当中需要一个市场和进入它的运输。在这

个传统的交易当中，交易费更多的属于中介费。

在电影发行中，中介就是各级的发行。中介

是可以存在垄断的，过去都认为垄断源于掌握着

商品的源头，现在我们可以调整思路，从中介作为

“交易费”的货币攫得者的角度思考垄断的本质。

（二）

中介最关心的是商品交易费额度，而不是商

品的属性、品质、劳动价值以及科技的运用。从这

个角度看，中介是最接近商业交换的本质，也即货

币的本质的。

商品生产者投入的每一份资金都有商品作为

生产担保，购买者投入的每一份资金更直接体现

为商品的价值，如果不符合商品应当的价值，购买

者知道这个商品“不值”。

中介方不会从商品的角度思考得失，它唯一

思考的只能是赚到多少钱？作为中介费的支付是

其所得价值的真实体现。

只有满足了中介的结算与支付，中介真正得

到了资金货币的回馈，整个上下游的整体运行才

能够有始有终地全部完成。

这就是传统的市场交易，是以结算和支付为

核心的整个市场交易的“普世价值”——如果离开

了结算和支付，它就不能叫作“交易”了。

而这个交易最大的作用，一般都认为是确保了

商品的流通，认为一旦离开了货币的结算和支付，

市场就会消失，商品经济就会支离破碎不复存在。

在传统的这种认知里，中介的垄断所以不义，是

因为它垄断了交易，而在电影产业中，它垄断了发行。

但在我们上述的讨论中，中介的垄断则是在

于垄断了结算和支付。当我们讨论互联网的颠覆

性的时候，我们恰恰关注的正是这一点。

人们已经很清楚，互联网发展到了区块链阶

段，重要的已经不是使用货币支付的问题，甚至不

是支付的问题，也不是结算的问题。这些都已经

不成为问题，而是记账的意义。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使得记账可

以成为一次交易的最终环节，记账已经代表了价

值的传送、传输和实现。所有了解区块链的朋友

们都不难明白它的原理和可能性。

而这个可能性就是未来的商业会在中介交易

这一块上去掉“支付”与“结算”。

到了没有结算与支付的商业交易时代，商业

继续存在，并且更加完捷，更加体现商品的真实价

值，更加符合买卖双方的现实利益，即商业回到了

劳动与交换的实质，而不再是商业从中划出一块

中介利益地图。

记账，没有结算与支付，这就是互联网金融的

新本质。

（三）

下沉式的商业操作会产生在这里。这个时代

的下沉，到什么程度呢？制片方与所有观众直接

进行观影的购票买卖，对于观众选择的影城采取

分成方式，其实就是租用影城的银幕与座椅。

每一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区块链账号，当然

影城也有自己的区块链账号。剩下的就是观众与

制片方“记账”，每一张票都分别记账，完成交易。

如此营销就是下沉式营销。

中间环节消失了，片方为了促销可以发展各

种下沉式促销平台，尤其是安排在社区的团购活

动，影城也可以这样促销，社区团购可以有若干

“团长”。

团长是分门别类的，有日用化工的，生活百货

的，电影娱乐的，旅游休闲的，保健医疗的，教育体

育的，等等。

社区团购一定会成为互联网区块链下一个巨

大而持久的风口，这个风口不像人们以为的仅仅

是商业的创新，它一定是金融的创新，而金融的创

新来自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来自于市场活动的创

新，来自于从结算支付到分布式记账的创新。

在这一阶段我们当然看到政府在叫停威胁到

菜市场生存的互联网软件的应用场景，但是，这一

步还是会绕着弯子迈出去的。

其实在大互联网平台服从政府的号召退出社

区团购的同时，很多小规模的城市农业或者小农场

合作体等社区采购门市和上门服务已经遍地开花。

这些同样是绕过菜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一定会

不断拓宽自己的服务区域，而将社区送货上门的服

务方式做得更加生动、丰富、方便，服务质量更高。

任何商业模式都应该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跟上潮

流，一个行政命令暂停了平台服务，表面上“救”了菜

市场，但是却延迟了菜市场的互联网创新。

而实际上每一个菜市场都可以组合成一个合

作公司，将入菜市场购菜和互联网送菜上门结合

起来。很多生鲜是不可能都互联网上门的，肉类

更是消费者需要当场挑拣的，菜市场不但不会覆

灭，只会搞得更活。

把那些可以送上门的货品作更大规模的开

发，或者将货品的包装做得更好，都可以增加菜市

场的交易和收获。

菜市场的卖菜服务以后还可以让年轻人来

做，让大学生来做，就像现在的社区中心、街道居

委主任基本上都已经是大学生了，这在从前是很

难想象的。

只要在下沉式销售服务上下决心跟上潮流，

下沉式社区团购就一定能够做得好，不会出现盲

目悲观的现状。现在还未到区块链阶段，但是安

知这一天什么时候就会到来呢！

回首一年前，我们能够想象互联网销售平台

进入社区这种状况吗？回首十年前能够想象二维

码全面覆盖我们的生活吗？

社区下沉式团购是新生事物，对待新生事物

就要让它放眼明天，整合更多的现实存在，还是用

互联网的思维，将线上的和线下的互联起来，将新

的旧的商业、产业互联起来。

（四）

这个时代应该有这样三个深入人心的理念，

第一就是去中心化，第二是分布式记账，第三就是

下沉。这是区块链时代的意识观念。

区块链到来那一天这些都不是问题，譬如去

中心化，为什么不可以有不是按照发行公司一条

龙垄断的各式发行呢？为什么不可以绕过网上购

票中心呢？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影城脱离院线自己

可以拿到档期影片呢？

区块链就是区块链账号成为生物界链条遍布

自然界那样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条件，不需要额外

的信用担保，因此支付和结算没有意义。

我们说区块链就是“生物界链条遍布自然界

那样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条件”，等于说在区块链时

代，社会已经拥有不需要信用担保那样的条件，就

像在自然界拥有的氧气一样。

包括传统金融认证需要的信用担保，因为不

需要支付和结算，那个时候就是去信用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下，请问对于记账而不用结算

和支付你会有担心和畏惧吗？区块链时代是不需

要追求高额财富而且奢华的时代，但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凭着自己的灵性享受各人自己的精神生活

和随性的创造。

生活的丰裕只会奖励那些聪慧而善良的人

们，事实上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已经给了很多人自

食其力并且体验各种生活的机会。

虽然奋斗还是一个艰辛的词汇，但是这个艰

辛是看得见明天和回报的，是在为下一步创造准

备机会的。我相信中国还会是一个高社会流动的

国家。

电影发行就要从下沉式社区团购中获得启

迪，如同明白互联网下一步就是不需要结算和支

付的可能性那样，发行将去发行化，就是下沉式的

电影发行不再需要电影发行公司。

走先一步的是片方影片节目与下沉式团长平

台整合行动，下沉式社区电影“团长”的线上线下

整合行动，电影宣传营销策划与档期多元化运作

整合行动。

如果或有说不要杀死最后的发行和院线公

司，其实这样的创新到成功还远得很，况且院线和

发行公司现在就可以立即行动起来，一个字“干”，

两个字“团长”，三个字“下沉式”，四个字“社区团

购”，五个字“区块链前奏”。

《拆弹专家2》：
正义和善良，终将战胜一切

■文/樊 荟

2020年12月24日上映的电影《拆弹专家

2》提前燃爆元旦档，上映后连续6天票房冠

军，以劲爆的场面、流畅的叙事和引人入胜的

情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口碑票房双赢。

《拆弹专家2》由邱礼涛导演，刘德华、刘

青云、倪妮、谢君豪、姜皓文等实力派明星主

演。毋庸置疑，该片是近年来国内动作、悬

疑、犯罪类题材影片中的佼佼者。影片讲述

了邪恶组织“复生会”对香港进行恐怖袭击，

前拆弹专家潘乘风（刘德华饰）因一场爆炸案

被警方怀疑牵涉其中，因受脑部创伤而失忆

的潘乘风一边逃亡一边查明真相的故事。

可以说，《拆弹专家 2》的成功，给同类

题材影片在创作思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

等方面提供了经验与启示。通常，此类题

材影片常见的创作思维模式是：主要英雄

人物身份确定后，故事围绕人物设置事件，

平铺直叙，通过正邪双方的博弈升级，在典

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以同系列影片《拆

弹·专家》为例，故事讲述爆炸品处理科高

级督察章在山（刘德华饰）在执行卧底任务

期间组织了犯罪团伙系列炸弹引爆，并将

犯罪组织一网打尽。若干年后，犯罪团伙

卷土重来，围堵拦截香港红磡海底隧道。

章在山义不容辞，将犯罪团伙绳之于法。

这一种类型的影片，倾向通过表现匪徒残

暴和疯狂，以彰显正义警方的无畏与英

勇。因此，与之复杂的生活现实相比，该类

影片在表现正邪双方和人性善恶方面，往

往缺乏可信度和真实性。

《拆弹专家 2》在创作思路上别出心裁，

从发展、变化与差异中把握住人物性格，从而

使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平面、刻板和老套的英

雄形象，而是立体、丰满和具有人性的平民英

雄。影片充分运用了预叙、闪回、倒叙等叙述

手法，以情节发展的连续性为依据，设置悬

念，环环相扣。

电影开场气势不凡，它预设香港国际

机场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核弹爆炸，瞬间赤

鱲岛被火海吞没，生灵涂炭，万劫不复。紧

接着在黑场中，目睹如此重大灾难事件，观

众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此时画外音给出了

核弹爆炸的原因：愤怒可以摧毁一切。“愤

怒从何而来？”带着这样的疑问，观众顺利

地进入到电影作品的视域中。

人们探寻“我是谁”的过程是复杂与艰辛

的，它必将经历数次“我不是谁”的试错过

程。观众在观赏影片的两小时内，则与电影

主人公潘乘风在一同经历寻找自我的过程。

影片“男一号”潘乘风曾是一名优秀的拆

弹专家，自信、自律、自强。他与董卓文（刘青

云饰）同是香港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督察，也是

亲密无间的战友。在一次拆弹任务中，两人

默契配合，成功拆除了炸弹，潘乘风让刚得知

母亲患癌症的董卓文先离开现场，自己完成

扫尾工作，却不慎被藏在微波炉内的另一颗

埋伏的手雷炸伤，为此，他失去了一条腿。成

为残障人士的潘乘风并没有自怨自艾。他戴

上义肢，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耐力开始康复

训练。这一段落，邱礼涛导演以交叉蒙太奇

的表现手法，将潘乘风从适应义肢，扶着把杆

走路，正常行走，抗阻肌肉恢复训练，再到长

跑、原地起跳等一系列的过程片段加以连接，

使观众对潘乘风的体能恢复过程获得了完整

的印象，让每个片段的内在联系变得清晰可

见、不言自明。

潘乘风性格极度自律自强，异如常人地

迅速恢复体能，其内在行动源自他对“拆弹专

家”的身份认同：回到拆弹工作一线，继续他

的“拆弹事业”，成为他在康复期间克服一切

困难的心理支撑点。“拆弹专家”的身份，已

经成了潘乘风的执念。所以，当得知自己复

职后被安排到文职岗位，他才真正意识到无

论多么努力，都会永远告别“拆弹专家”生

涯，余生相伴的却是“残障人士”的身份。极

度自律自强的性格让他变得激进偏执：从“拆

弹专家”变成了“炸弹专家”，种下了愤怒的

种子。潘乘风与有着同样心理扭曲且满怀愤

怒的马世军组建复生会，谋划了一系列爆炸

事件，造成惨重死伤。

阻止悲剧发生的关键在于消解“愤怒”，

真正能消解“愤怒”从来不是外力，而是人的

内在自我觉察。潘乘风意外失忆，让他出离

了愤怒的世界，回到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自

己所经历的一切。在一次次闪回中逐渐拼凑

记忆，在善与恶之间游走。正当潘乘风游离

不定时，他目睹了复生会里一名狙击手以玩

弄游戏的方式连续射击阻止董卓文拆除破坏

力强大的C-4炸弹，并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射

杀了两位警员。潘乘风在这样的极端情景中

萌生向善之心。

潘乘风这个复杂多变的人物是通过扮演

者刘德华的表演使其成为可见形象，生动丰

满。众所周知，刘德华是位优秀的演员。他

在电影《无间道》系列中，也曾将亦正亦邪的

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拆弹专家 2》中，“潘

乘风”名字暗示其多变的复杂性：他是“拆弹

专家”时，如春风得意，扶摇而上；他是“炸弹

专家”时，对社会的愤怒让他成为了“疯子”；

当他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换整个香港的平

安，终于如名字那般“羽化乘风”。刘德华紧

紧把握人物的内心行动线，牢牢捏住角色的

独特个性，以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作为塑

造依据，用表情和眼神揭示人物在规定情景

中的典型状态。值得点赞的是，刘德华极其

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不同阶段的心理节奏，

成功向观众递进式地展现了人物身份多次出

现反转的曲折经历，张弛有度、顾盼生辉，抑

扬交错、文武不乱。

博尔赫斯曾说过，任何命运，不论如何复

杂漫长，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

大悟自己究竟是谁。潘乘风在经历了自我探

索的过程，抛开了过往种种误解与执念，回归

到人之初的纯真状态——本善。影片精彩纷

呈，高潮迭起，在“最后一分钟”，潘乘风选择

了用生命诠释“拆弹专家”的使命和责任，从

而回归人物善良、忠贞、执着的本性。

《拆弹专家2》在善与恶的追问与解答之

中，循序渐进、层层推进、剥茧抽丝、高潮迭

起，逐渐升华了主题思想，发人深省。影片让

观众切身地感受到潘乘风悲恸的命运，也如

同一面镜子，让走出影院的观众反观自己的

现实生活，久久不能平静。人的一生漫长而

艰难，不免经历短暂的“厄运”，但双眼不可被

“恶意”蒙蔽。无论身在何处，其实选择真善

美的主动权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正义和善良，终将战胜一切。这正是《拆

弹专家2》的立意所在。

（作者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委会文学编辑）

章明电影的独特美学品质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中国电影能够覆盖。最近一次是

2018年的《冥王星时刻》，章明作品所标记的

潮湿的影像空间、悬置的时间形态、不确定的

人物关系又回来了。更重要的是，《冥王星时

刻》打通了院线市场，让章明电影第一次登上

中国大银幕。而 2020 年开始亮相影展和国

内点映场的《热汤》则是继《冥王星时刻》之

后，章明电影创作上的又一次自我表达。

只不过以大都市上海为背景的《热汤》，

看上去色调如此明亮，剪辑如此精确，似乎章

明影像迷人的暧昧性和散漫感仅仅被压缩和

打发在了影片最后 10 分钟里。令很多影迷

唏嘘，那些发生在巫山、涠洲岛、紫阳、神农架

等山水县城中的既现实又梦幻的日常空间是

不是在章明影像中消失了。

章明的电影处女作《巫山云雨》（1996）有

过独特的三段体结构，在后面的一系列影片

中反复出现的则是两段体结构，如《结果》

（2005）、《郎在对门唱山歌》（2011）和《她们的

名字叫红》（2012），甚至有人将《爱情狗》

（2006）也算在其中。而这部《热汤》则有着非

常明确，但其实更加复杂的四段体结构，可视

作导演在空间结构上的创作延续。

《巫山云雨》虽然制作粗糙，但其三段体结

构带来的复杂的叙事留白与欲望延拓，就算与

同时期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众多经典三段体电

影相比，其影像品格也不逞多让。《热汤》中四

组人物各执四个空间，四段生活内容相互交

叉，并无逻辑关系。四个相貌极其相似的年轻

女性分别出没于市郊山区温泉疗养地、夜场、

高层公寓、上路的网约车内，空间一个比一个

狭塞，她们的角色任务分别受制于中年名教

授、黑社会养父、“海归”创业男友、外地打工者

四个身份地位不同的男性，统领在“幸福感的

大数据时代”主题下。因不同男性生成的女性

角色既明确地锁定在各自情境中，又以种种相

互牵连的小道具（如饮料、链子、泳衣、发卡、基

因表等），指向了同一人。一女四面，似乎《她

们的名字叫红》中的布努埃尔手法在上海城市

空间里被章明重新洗牌了。

如果仔细推演，女博士小黄、出国女小

真、完美未婚妻汤汤、养女娃娃四个女孩在身

份转换中还是有着时间上的前后相关性以及

相应的叙事留白的。也就是说，如《巫山云

雨》一样，在影像叙事结构之下，一女四面的

故事还埋有另一番各自因果的时间线。需要

影迷再阅读。

章明电影独特的空间叙事中，人与人的

距离感在交叠中被拉长、放大、凝固。不管是

县城、山野还是江边、海岛，总存在这边与那

边的分野。这也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此迷恋

《奇遇》（1960）的原因所在。安东尼奥尼在

《奇遇》中提供的“地平线空间”，与章明记忆

深处的视觉化影像重叠。有如儿时长久地站

在窗口看长江，看夜晚的江轮像一座城市般

消失在巫山峡口。那种既丰盈又神秘，既封

闭又不可抵达的空间感所具备的现代意义，

还不全然等同于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

处”。因为这种不确定的距离空间紧密贴近

的是中国现实社会，贴近高速发展的当下时

代，甚至离不开中国县城的全球化背景。这

让章明影像在寻求内心的空间表达时，还保

留有极具文献价值的现实毛边。

《热汤》将章明影像第一次置于城市空

间，却将人物封闭于室内，封闭于单调的单一

场景中，只呈现人物在一组关系中的生活片

段。宣发方所谓的艺术电影的“商业类型实

践”并不能全然解答这种表达方式。人与城

市相互排斥、脱离与割裂的空间感受，才是章

明讲述的重点。特别是受制于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之后，在越来越丧失时间感和空间感之

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被城市空间读取和

保留下来的似乎只有工具性了。所以四组人

物与章明之前的电影相比，少有温度。他们

要么是镀金回国的高知或高技术人员，要么

是急于出国的充满优越感的城市人，除了网

约车司机，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见的

上流人士。并且人物之间的关系，虽然仍存

在一份不确定性，却是令人绝望的。我们可

以看到，女博士与教授之间博弈的只是一场

交易，在相爱的未婚夫妇之间维系的只是生

育能力、养父女之间虽然还算有温度却只有

以钱来衡度，只有网约车司机与女乘客之间

还保留一丝不会有结果的浪漫。

《热汤》中的空间塑造，不存在这边与那

边，甚至人本能的欲望驱动都被贬低。就算

是天天煲汤，日日泡汤，曾经出没于章明县城

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氤氲漪沦，在《热汤》

中也热度不起来，因为只剩下计算或算计。

这样的批评态度，在章明电影里应该算是最

严厉的。山区温泉中，出现了几次章明式的

长镜头调度。女博士与名教授在一个连续画

幅里出画入画，他们之间难以言说的微妙较

量，越是被描摹出来，越是无趣。不再是有

《冥王星时刻》里王准与度春之间有意无意

间、从容而焦虑的游戏感，也没有《秘语十七

时》中不可捉摸的人性迷茫，更没有《巫山云

雨》里欲望被长期压抑却仍保存着的一份纯

粹。

非常遗憾的是《热汤》中四个女人，原本

被设计为是一个女骗子的四种生活，但改编

之后，这个女人彻底丧失的主体性，成为一个

女人僵化的四个面向，她们都一致的不具备

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她的身份在每个空间

中由不同男人所命名，她们举着智能手环、拎

着一桶留有洞口的鸡蛋、藏着掖着游泳衣、戴

上大颗粒钻戒、撞坏别人的汽车，说着他人灌

输的怎么做完美女人的价值观。《热汤》中的

所有女人加在一起，都没有《冥王星时刻》中

曾美惠孜的一声喘息分量重，她们被章明电

影的情欲时刻彻底抛弃。尽管影片在结尾倒

回一年前，一个最有温度的时刻。但男人与

女人最终相遇毕竟不是真的邂逅，所以才有

前面的叙事。

《冥王星时刻》中度春用法语开着玩笑

说：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

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

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阿尔贝·加缪

式的这种男人与女人既相互吸引、又各自保

留的空间关系，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章明的

城市电影中了。等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回到底

层民间山水日常中。

氤氲漪沦全失的都市《热汤》
■文/王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