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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浩存

代表作：《一秒钟》、《送你一朵小红花》

▶ 易烊千玺

代表作：《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

红花》

▶ 王俊凯

代表作：《长城》

▶ 李鸿其

代表作：《解忧杂货店》、《缝纫机乐

队》、《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 邓恩熙

代表作：《嫌疑人X的献身》、《无名

之辈》、《你好，之华》、《少女佳禾》

▶ 屈楚萧

代表作：《流浪地球》、《我要我们在

一起》

▶ 白客

代 表 作 ：《万 万 没 想 到》、《美 人

鱼》、《大闹天竺》、《建军大业》、《被光

抓走的人》

▶ 黄轩

代表作：《无人驾驶》、《黄金时代》、

《推拿》、《非凡任务》、《芳华》、《妖猫传》

▶ 黄景瑜

代表作：《枪炮腰花》、《飞驰人生》

▶ 尹昉：

代表作：《路过未来》、《蓝色骨头》、

《红海行动》、《少年的你》

▶ 周冬雨

代表作：《山楂树之恋》、《同桌的

你》、《后来的我们》、《喜欢你》、《少年

的你》

▶ 景甜

代表作：《战国》、《长城》、《特殊身

份》、《警察故事2013》、《澳门风云》

▶ 佟丽娅

代表作：《超时空同居》、《唐人街探

案》、《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刺杀小说家》

▶ 张雪迎

代表作：《狗十三》

▶ 朱亚文

代表作：《陆垚知马俐》、《建军大

业》、《新娘大作战》

▶ 鹿晗

代表作：《重返20岁》、《我是证人》、

《上海堡垒》、《长城》、《盗墓笔记》

▶ 刘昊然

代表作：《北京爱情故事》、《唐人街

探案》系列、《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

国》、《一点就到家》

▶ 关晓彤

代表作：《影》、《月版爱丽丝》、《如影

随心》、《建军大业》

▶ 张翰

代表作：《战狼 2》、《女汉子真爱公

式》、《密战》

▶ 吴亦凡

代表作：《老炮儿》、《原来你还在

这里》、《夏有乔木雅望天堂》、《西游：

伏妖篇》

▶ 王源

代表作：《我和我的家乡》、《地久天长》

▶ 倪妮

代表作：《金陵十三钗》、《我想和你

好好的》、《新娘大作战》、《拆弹专家2》、

《28岁未成年》、《匆匆那年》

▶ 李沁

代表作：《微微一笑很倾城》、《温暖

的抱抱》、《建军大业》

▶ 李一桐

代表作：《卧底巨星》、《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

▶ 王彦霖

代表作：《紧急救援》、《如果声音不

记得》、《红海行动》

▶ 彭昱畅

代表作：《夺冠》、《一点就到家》、《我和

我的家乡》、《沐浴之王》、《快把我哥带走》

▶ 陈立农

代表作：《赤狐书生》

▶ 李现

代表作：《夺冠》、《赤狐书生》、《建军

大业》、《中国机长》、《万箭穿心》

▶ 杨洋

代表作：《急先锋》、《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建党伟业》、《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

▶ 章宇

代表作：《我不是药神》、《风平浪静》

▶ 马思纯

代表作：《荞麦疯长》、《狄仁杰之四

大天王》、《七月与安生》、《盗墓笔记》

2020年 1月 24日下午，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召开了“新媒体时

代的专业影评——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我

作为会长代表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首先致辞。

四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1981年1月24日，在钟惦棐先生

的带领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正

式成立，并且得到了夏衍先生、

陈荒煤先生、张骏祥先生的鼎力

支持。参与创办的还有罗艺军

先生、梅朵先生、余倩先生等。

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创造了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第二个黄

金时代，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

在继任会长罗艺军、章柏青

先生以及名誉会长余倩先生、副

会长王人殷女士、彭加瑾先生的

领导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与时

代同步伐，与人民同频共振，与

电影实践相向而行，使得电影理

论批评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发挥

出了重要的作用。

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担，历

史的接力棒落到了我们身上。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写文章还

是在论坛作主旨发言，笔者一直

都在反复强调要继承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以及前辈批评家面向

实践、面向银幕、面向观众、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

传统，依靠集体性的力量创造中

国电影理论批评新的黄金时

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要尽最

大努力推动中国电影实现健康

可持续繁荣发展，尤其是要在中

国电影强国建设中发挥智库、智

囊作用，贡献出更多、更大的理

论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要努力建

设和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钟惦棐电影批

评、电影美学的根本特性是实践

性，即从实践中来，自觉地接受

实践检验，积极地指导电影创作

实践并取得重要的创作实绩。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实践

性”不仅仅是钟惦棐先生电影批

评的一种“特色”，而且在钟惦棐

电影美学思想体系中居于枢纽

性位置，是钟惦棐电影思想的一

个本质特性。这也成为了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的创会宗旨与基

本底色，并且一以贯之成为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组织一切学术活

动的根本原则。

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中国

电影理论批评进入新时代，必须

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的优秀传统，坚持电影理论

批评面向电影实践、面向电影一

线、面向所有电影现象的“现

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

实践中获得灵感，从实践中寻求

“增量”。我们所有的批评灵感、

理论灵感都应该来自于电影实

践，我们电影理论批评的有效性

和它的话语权，也在电影实践当

中得到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电影实践也是检验

电影理论批评有效性、真理性最

重要的标准。

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中国

电影理论批评当然要与时俱进，

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扬电影理论

批评联系实践、面向实践、为电

影一线服务的优秀传统，并且在

实践当中来寻找电影理论批评

新的增长点，成为电影理论批评

自身发展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

实践动力。“实践在前，理论在

后，而理论一旦符合现实的需

要，符合实践中人的志趣，也就

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实践。”

以辩证法而论，只有具有一定理

论自觉的电影实践才是更有效

的实践，也才能产生更加积极的

效果。电影创作也只有在有理

论批评指导下的实践中才能实

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一点一滴，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从“高

原”走向“高峰”。

电影理论批评的专业性是

所有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安身

立命的根本所在，须臾也不能离

开，更不能失去。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的专

业性，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

百姓”，也就失去了电影理论批

评存在的价值，失去了电影理论

批评工作者存在的价值。电影

理论批评要发挥好引领作用，引

领观众、引领创作，首先就需要

“打铁先要自身硬”，就需要“有

那么几把刷子”，根本、基础就是

这种专业性，以及专业态度、专

业精神、专业品质、专业力量。

第一是专业，第二是专业，第三

还是专业。

或许，特意强调电影理论批

评的专业性、专业精神和专业表

达可能会与网络大众传播产生

一定的距离，有可能会失去“轰

动效应”，也有可能会“掉粉”，但

暂时所谓的“牺牲”从长远看也

是值得的。毕竟，只有我们更加

专业，我们的批评才是有建设性

的、有效的，最终也能够在长期

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正所谓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

眼量”。况且我们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是电影评论的专业团体，只

有把我们的专业性、专业精神和

专业表达发挥到极致，那么我们

的工作和作用才能得到不断彰

显。其实也不仅仅是电影理论

批评专业、职业工作者，所有的

电影理论批评活动都必须以自

己的方式体现出专业性，否则就

不可能走得太远；即使一时赢得

满堂喝彩最终也会被挤出“泡

沫”，被“打回原形”。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电影面临着电影自诞生以来从

未有过的大变局，也把电影分

成了“疫情前”与“疫情后”。电

影进入“疫情后”或者说“后疫

情时代”，随时随地都会可能发

生之前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的

变化、新的变局，需要我们不断

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更新思

维、更新方法、更新策略和战

略。尤其是从利益格局方面观

察，网上发行对传统的电影院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传统的电影利益格局也会发生

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这就需

要电影业界同仁树立起整体利

益观、共同利益观、长远利益

观，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建立

起“共同体美学”。在电影“后

疫情时代”，在电影利益格局发

生前所未有新变化的过程中，

电影理论批评应该进一步发挥

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电影市

场的桥梁作用，并且也成为电

影管理层与电影业界的桥梁和

纽带，避免因为误解、误判产生

的误区，避免可能的“内耗”，集

中一切有益有效的资源实现电

影的高质量发展、健康可持续发

展，有效、有力、有序推进社会主

义电影强国建设。

众所周知，翻译界有一个理

论主张就是“信达雅”。当下电

影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

当然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也

要以变求变来适应网络时代电

影的变化。新媒体时代的专业

电影理论批评也要努力追求和

实现电影理论批评的“信达雅”。

信，首先是我们对自己的电

影理论批评方法、电影理论批评

观点要相信。孔子曰：“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

无，其何以行之哉？”电影理论批

评要想成为“信史“，必须要说真

话、说实话，实事求是，有一说

一、有二说二。想要别人相信，

首先自己要相信；想要说服别

人，首先要说服自己。要让别人

相信你是在讲真话，同时也要有

与别人进行对话、商量的态度，

而不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

的态度。讲了真话又能够与别

人进行对话，这样的理论批评就

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就能得

到更多的认同，就能产生良性互

动，就会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总之，电影理论批评首先要有

“自信”，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更多

的“他信”，才能担负起电影理论

批评引领风尚的社会责任、伦理

责任。

电影理论批评的所谓“达”，

就是电影理论批评在尊重自己

的批评对象、研究对象的基础

上，通过自己的分析、比较、阐释

把握住批评对象、研究对象的本

质和规律，并且以“通达”的方式

呈现出来。我们无论是批评个

别的电影作品、分析某种电影现

象，还是对一种电影实践进行理

论批评和阐释，都必须通过专业

性的读解分析和阐释，以及深入

的研究，真正能由表及里，能够

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提炼出本

质，发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甚

至产生“以一当十”的效果。因

此，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必须苦

练内功，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

艺术修养、理论修养乃至人生修

养，成为像钟惦棐那样的电影批

评高手乃至大师，能够早看出电

影理论批评的“五部棋”，也就是

有前瞻性的眼光、前瞻性的预

判。这并不是什么“神机妙算”，

而是基于专业性的一种自觉、一

种能力、一种方法。

所谓电影理论批评的“雅”，

就是要有一种虚心的态度，善于

与“他者”进行对话并且努力吸

收、吸取“他者”的营养和智

慧。同时也要形成批评家自己

的个性，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

体系和表达方式。或许还要取

“雅”的另外一面——“俗”，即

所谓的雅俗共赏，追求更加通

俗的表达以尽可能实现“最大

公约数”，能够抵达最大层面的

受众。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就是

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尽

可能融会贯通互联网思维、互联

网表达，以网友、网络群体乐于

接受的方式进行呈现和表达，达

成更广泛、更有效、更大层面的

传播。观点正确、独到专业是硬

道理，传播尤其是有效传播也是

硬道理。

总之，新媒体时代的专业影

评一定要适应网络时代的变化，

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学习、拥抱、

匹配互联网思维，用互联网甚至

用抖音这样一些新的手段来传

播自己的观点，让专业性、建设

性、主流的声音来占据我们电影

理论批评的主流。如是，新媒体

时代的专业影评就能够以专业

性，以信达雅来安身立命，有效

传播自己的观点，有效发出电影

批评主流的建设性的声音，有效

建立整个电影生态的桥梁和纽

带，为中国的电影强国建设做出

我们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应有

的努力和贡献。

即使是在中国电影理论批

评的黄金时代，钟惦棐先生也都

反复提醒同仁：电影批评有愧于

电影创作。现如今电影理论批

评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与电影创作的互动关系也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电影理论

批评怎么办？不能只有天知道，

而是事在人为，有为也才有位。

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不

辜负时代、不辜负人民，不辜负

艺术创造。“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全体同仁应

当与电影业界所有人一起矢志

不渝“上下而求索”。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根据作者在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年会的发

言整理）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

年，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了不容忽

视的贡献。一部电影发展史，也是

一部电影评论史。新中国电影发

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电影评

论家，他们有的是电影管理者，有

的还兼创作者，像夏衍、陈荒煤、张

骏祥，还有学会的创始人钟惦棐先

生等，一直与电影创作的发展相随

相伴。特别是学会成立的四十年

来，在推动中国电影发展中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伤痕、反思、寻根各个

电影思潮，都有评论家的参与。包

括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电影语

言现代化的探索，以及后来电影走

向世界的讨论、娱乐片讨论，还有

后来产业化的讨论，现在讲的新主

流电影等等。在这些讨论中，评论

体现了三个重要的作用：

一是观众的引导。在观众引

导当中评论确确实实把许多优秀

的作品推荐给了观众，甚至把《小

城之春》这样曾经被忽略的电影重

新带回到电影舞台上来。

二是创作的镜鉴。在很长一

段时间，评论工作都同创作保持着

互动，评论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对

话、座谈、互动成为常态，比如 80
年代是评论与创作携手发展的黄

金时代，形成良好的评论氛围。

三是对电影思潮的推动。很

多电影思潮，西方也罢，中国也罢，

都是因为电影评论的概括，把它变

成一个趋向、一个群体性现象、一

种思潮流派。比如法国的新浪潮、

左岸派，中国的“第五代”等等，都

是评论界的概括和推动。包括 80
年代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推动了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转型和类型电

影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常讲

的新主流电影、电影工业化等等，

评论都推动了中国电影思潮的发

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新的时代环境中怎么去做电

影评论，对于我们来说都会面临许

多新的问题。评论的功能就是引

导观众、引导创作和引导美学观

念、电影产业观念。因此我们接受

的检验也应该是这三个方面。评

论如果要在今天的环境当中继续

葆有生命力，就要接受这三方面的

考验：第一是受众的考验，第二是

创作的考验，第三是时代发展的考

验。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确确实

实今天电影评论虽然面临诸多难

题和困境，但依然是一个“最好的

时代”。

所谓最好的时代，首先体现在

我们现在评论队伍的壮大远远超

出了过去的专业评论者，在豆瓣、

时光、抖音和快手等各个社交媒

体、自媒体上参与电影评论的人数

规模庞大，过去我们最多的时候几

百人上千人，现在是数以万计。其

次是评论的形态更加丰富多样。

既有文字的也有影像的，有长的有

短的，甚至有互动的，包括像弹幕

这样的形态。第三个方面是电影

的评论影响更大了。评论可以直

接影响到我们电影的各个环节，过

去我们的评论还需要一个中介，需

要一个过渡和发酵的过程，现在评

论可以直接影响电影的创作、电影

的接受、电影的票房，甚至电影的

口碑。电影的引导、评论还会形成

舆论，甚至影响到电影政策的决

策。不少电影政策、规定、奖励，都

参考了电影评论的意见。正因为

这样一些原因，最近从国家主管部

门到创作机构到各个企业，都不约

而同地高度重视电影评论，关注度

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在这

种背景下，电影评论在新的环境当

中是否能够经受住受众、创作和时

代发展的考验，我觉得有几点非常

关键，也希望能够形成一定的共

识。

第一，评论应该更加专业理

性。理性应该是建立在专业基础

之上，没有专业基础其实很难形

成理性，我们很容易站在片面的

个体立场上。专业性要求我们的

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知识支

撑和方法论工具。在新媒体的评

论场上，传统的电影评论有时候

会失去一些作用，很重要的就是

没有充分发挥专业性，甚至我们

还达不到那些业余评论者在某些

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专业性。无论

是理论运用、知识运用、方法运用

和对细节的分析能力，评论都不

够专业，这也客观上使情绪化的

评论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说，新

媒体会让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

黄钟自己真的雷鸣了吗？我们要

有专业基础上的理性评论，才能

真正去杜绝那种感情用事的、随

意扣帽子的评论。

第二，评论应该严守评论伦

理。评论要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

评论不是没有利益诉求，但是利益

不能够影响评论的独立性。评论

有评论伦理，得财是可以的，但是

必须得财有道。这个道，就是伦理

的底线，是必须用专业的标准去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评论有

道，正如医者仁心、师道尊严，都是

职业底线。无论是金钱还是人情，

如果好处不说好，坏处不说坏，评

论就失去了伦理的底线。虽然，有

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出全部的真

话，但至少不能说假话。这本来应

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各种圈子

文化影响下似乎越来越成为很高

的道德要求了。如果评论伦理不

能坚持，评论的威信就一定建立不

起来。

第三，应重视新媒介环境下评

论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评

论如果没有这“三力”，实际上它就

基本不可能经受观众的检验和创

作的检验。过去四十年，评论起了

重要的作用，不仅提出了许多具有

阐释性的概念，比如电影现代化、

娱乐性、高概念、商业美学、新主流

电影、电影工业体系、共同体美学

等等，而且更是通过具有传播力的

评论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

些作品一开始可能观众并没有那

么熟悉和接受，像最近可能有三四

十部文艺片，由于评论的传播，把

看起来很文艺、很小众的电影变成

了大众电影。其中，有很多经验值

得总结。在新媒体环境当中，评论

有一套新的修辞学，这套修辞学实

际上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感

受到，你给报纸写或者给自媒体

写，你在微博写和在电视上讲都会

有不同的修辞。因此我们要考虑

到不同的时间、空间、受众、渠道，

改变修辞方法，让理性的、专业的

观点被更多人所接受。而且从我

个人的经验来判断，观众对那些理

性有感染力的评论是接受的，这些

年有的专业的电影评论同样能够

“10 万+”、“100 万+”的阅读量，而

且确确实实能对观众的消费、理解

和评价产生影响。电影评论要与

时俱进，在修辞手段和专业性上一

起下工夫。

最后，特别应该谈到，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四十年有一个重要的

传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

量在电影批评中不搞泛意识形态

的政治批判，既要旗帜鲜明，又要

包容开放。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

限，每部电影都会存在这样、那样

的不足，所以，评论应该有更多的

建设性，尤其要防止党同伐异、无

限上纲的批评风气。批评是为了

更好的建设，批评是为了电影更加

健康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日益提高、日益多样的精神文

化需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所组

织的这支评论队伍，过去、现在都

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有理由

相信在未来中国电影发展中，我们

仍然会通过我们的专业性、独立

性、影响力和包容性，继续推动创

作、服务观众，促进电影的繁荣发

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根据作者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周

年年会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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