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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晶晶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你好，李焕英》：

成功说明
不需要用力过猛

■文 /赵 军

《你好，李焕英》票房过了 50

亿元，这应该是中国电影史上最

出乎意料的一次市场突袭。就目

前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的 快 速 成 长 而

言，这个产业对国家前进的局势

有着最大的配合度，而不同类型

的影片都可能出现黑马再一次证

明中国电影永远有奇迹！

并非凭资本、凭投入、凭大牌

的阵容，《你好，李焕英》的成功在

于影片巧妙的构思，其中核心的故

事在母女俩的双穿越。为对方幸

福的双穿越，使整部貌似其貌不扬

的电影异峰突起，带活了整部影

片，使得全片甚至名垂青史。

我本人看该片前面大部分剧

情的时候是非常不屑的，这说明一

部 影 片 要 看 完 全 片 才 能 盖 棺 定

论。这与读一首诗歌一样，好的诗

篇往往就好在一句甚至半句上，一

句 半 句 就 能 带 起 全 诗 的 比 比 皆

是。所以拍电影并不一定要非常

地使劲，用力太猛有时候适得其

反，而画龙点睛才会妙笔生花。

《你好，李焕英》的母女双穿

越成功在于三个地方：其一，如果

仅仅是女儿为了母亲的幸福而穿

越——她认为母亲的一生因她而

过的很不愉快，甚至最终还因她

出了车祸，导致不治而亡——因

此希望穿越回去重新帮助母亲创

造成功的人生，甚至想到撮合母

亲与厂长儿子的婚姻，等等，如果

仅仅如此观众不会惊奇，而不会

让人惊奇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你好，李焕英》让我们惊奇

的就在于影片居然也安排了母亲

的穿越，而且早于女儿的穿越已

经回到从前！毋容置疑，母亲一

番深爱女儿的动机把天下父母心

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让我们感

动，剩下的就是让你们感动了。

其二，影片前半部较为平淡，

结果使得后面的母女情深反而令

我们震撼。观众也许不相信电影

会如此构思布局，不相信前面没

有出彩剧情只有平俗桥段的《你

好，李焕英》还能如此柳暗花明，

并且引入了悬疑片、侦探片的手

法，大大超出了爱情片的风光。

很小的时候我听过一个作诗

的故事。一个皇帝为了考验孔子

的后人的文化底蕴，专门召集了

朝廷上一众大臣，在一个秋后的

田野上看着一群群飞来的禾雀在

收割之后光秃秃的田野上啄食。

皇帝让孔子后代赋诗一首，展露

才华。

在如此已经变得荒芜的田野

上，如何产生诗意？孔子后代刚

刚获得了朝廷的封号“.......先师”

云云，只能憋着劲吐出了唯一想

到的诗句：“一只两只三四只”！

大臣们听说孔子后代赋诗，始皆

兴奋，继则惊愕，这也能叫诗！不

料孔子后代第二句竟然是“五只

六只七八只”！大臣们爆发出狂

笑，皇帝老儿，您不是让我们来如

此秋游吧！

孔子在天之灵看到了，老人

家一是着急，二是心痛后辈子孙，

急忙“穿越”回来，附身显灵，孔子

后代遽然吐出了后两句：“吃尽人

间千般谷，凤凰比之又何如！”禾

雀糟蹋了多少粮食啊，你们这些

昏官，糟蹋了百姓多少血汗啊，我

堂堂国君都不如你们！皇帝如梦

方醒，大叫好诗。大臣们都蒙了，

一首诗竟然好在后面！

转眼就到了冬天，皇帝想念孔

子后代，在一个大雪的日子拜访孔

子后代。他希望在融融小红炉旁

再次聆听那绝妙的好诗。

孔子后代就被皇帝堵在了室

内。房子只有靠着屋顶的地方有

一扇小窗户，看得见外面是大雪

纷飞，燕山雪花大如席啊！他惶

恐不安地试探吟出了：“一片两片

三 四 片.......”望 望 皇 帝 有 何 反

应。皇帝是听诗老手了，哎呀，上

一回，是那一届大臣不行。

孔子后代绞尽脑汁来了第二

句：“五片六片七八片.......”皇帝

望着他，这是第二句？其实后代

还是后代，这关在屋子里，啥也没

有，禾雀也看不见啊。孔子在天

之灵决定动身。第三句，孔子后

代憋红了脸，和着泪水一起突出：

“九片十片十一片！”雪花扑向了

小窗户，仿佛把皇帝和后代径直

干倒了！

这 时 孔 子 穿 越 —— 双 穿 越

——前后两次到达——：“落入梨

园都不见。”第四句。窗外梨园静

悄悄，雪落梨园都不见啊！皇帝

不敢相信，挣扎着坐了起身，再对

后代说一句：“爱卿平身！”孔子后

代战战兢兢扶好了烘炉，竟然顾

不 得 烫 手 。 皇 帝 说 ：“ 绝 了 ，绝

了！”

现在不正是目中无人，白雪

皑皑，皇帝如清雪艳压群芳吗！

一首诗，就好在最后一句。一句

好，全篇绝妙。电影可作如是观。

其三，好的情节如同好的诗

句带活全篇，是神来之笔。它的

启迪就是创作不要用力过猛，从

头至尾的用力不如构思出神来之

笔方为王道。不用力过猛是《你

好，李焕英》真正成功的地方。

在岁月长河当中，都不要用

力过猛才是真言。用力过猛就会

像沈腾沉入湖中拉稀，以为搞笑，

实际不堪入目——难不成这一届

观众也不行！

国产片应该相信又要成功又

要 轻 松 的 不 二 法 门 。 懂 得 用 巧

劲。什么叫猛呢？譬如绝大的投

资，其实风险很大，不要信奉富贵

险中求。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绝

大投资的机会，资本都很慎重。

譬如故事从头至尾都要编出花，

从头至尾都要耍出大场景，从头

至 尾 都 要 对 抗 加 悬 疑 ，不 让 喘

气。都要厚重，都要深沉，都要悬

念，就都没有。

《你好，李焕英》的双穿越看

似随手拈来，并不费力，全片拍摄

结 构 没 有 特 别 花 钱 的 演 员 和 场

景，一气呵成，而贵在宣传找得到

抓手，一点突破全局开花。其实

有那么点“一两片三四片”的意

思。

好的构思、好的“梗”是无价

的，好的故事角度是无价的。创

新就创在这里。看看《钢锯岭》，

记住的不就是他把伤兵包括敌方

的一个个救下悬崖的一幕吗？《波

斯语课》不就是他深夜记下一千

二百多个犹太人名字寻找语言文

字规律的一幕吗？《点点星光》不

就是神奇飞快地身影合一的一幕

吗？《你好，李焕英》不就是发现母

亲其实是穿越回来的母亲秘密的

那一幕吗！

国产电影现在都想着成功，

都愿意很用力，唯独忘记了什么

叫做剧作的灵魂——真正打动人

的心灵的是真情深情、注定不会

磨灭的那份情。再就是来自血缘

的人类之情。

多说两句，世界电影史上血

缘之爱占据最多成功的篇幅，我

们随便可以举出数百部这样的影

片，唯一需要阐述的是，在人类的

精神史当中，寻找同一物种、同一

血亲、同一血缘的感受是一种天

生的认知属性。它是人类的信仰

最 原 始 最 基 础 的 部 分 ，是 无 解

的。主旋律如《英雄儿女》中一定

是王主任和王芳的相认最打动人

而非王成抱着炸药筒的场面，《你

好，李焕英》前面多处使用了平俗

无奇的画面，试想一下如果没有

核心的双穿越母女故事桥段，这

就会是一部失败的电影。

拍电影是要用力的，力气要

用 在 合 适 的 地 方 ，还 要 省 着 点

用。尤其是国产片，用得不好，徒

劳无益还会伤着自己。用力过猛

会适得其反，妨碍了真正值得表

现的地方。也许《你好，李焕英》

前多半部的平俗恰好陪衬了、衬

托了后面发现双穿越的奇峰突起

吧？我们为电影市场庆幸，应该

终于可以悟出一条真理：中国电

影不适宜用力过猛。

明星名导并非票房的万能灵丹
■文/祁 海

近几个月，演员刘德华主演的三

部电影接连推出，票房成绩竟像过山

车，颇有戏剧性：第一部是《热血合唱

团》，票房仅收7000多万元。莫非刘

德华已成风光不再的“暗星”？非

也！一个多月之后上映刘德华主演

的《拆弹专家2》，票房火爆，首映8天

就破6亿，最终收13.1亿元！刘德华

主演的又一部新片《人潮汹涌》乘胜

推出，挤进春节黄金档期，岂料票房

遇冷，苦战25天才过6亿，未到《拆弹

专家2》的一半。

这类大起大落现象早已有之。

且看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影片：《唐山

大地震》收6.5亿元，但《一九四二》跌

至3.7亿元，不久之后他主演影片《老

炮儿》，票房又高达9亿元，接着他执

导《我不是潘金莲》又跌至 4.8 亿元。

导演吴宇森执导《赤壁》收 5.8 亿元，

但执导《太平轮》跌至2.5亿元。因执

导《红海行动》（票房 36.5 亿元）而名

震影坛的导演林超贤，不久之后执导

《紧急救援》，票房只收4.9亿元。

都是由同一位明星、同一位导演

担纲的电影，票房为何会有天壤之

别？这就说明，“明星名导效应”虽然

可为影片加分，但并非“花天价”请了

大明星大导演就万事大吉。我发现，

“明星名导效应”如失灵，未必是演

员、导演的问题，多是影片的市场策

划有重大失误，导致投资决策失误。

电影制片方的市场策划，包含题

材选择、立意定位、卖点设计、上市时

机、宣传重点等等。假如市场策划走

错棋，就会导致影片先天不足，留下

大隐患。好比一座大厦的设计有大

问题，即使花了巨资，用了一流的建

材和施工队，大厦落成之后还是会轰

然倒塌。

且看刘德华主演的三部新片的

市场策划：

《热血合唱团》描写一位自身也

有缺陷的指挥家（刘德华饰演），指导

一群后进的中学生组织合唱团参赛，

在练歌过程中，老师和学生都改变了

人生态度。该片的某些刻画有可取

之处，刘德华的表演也很认真。但该

片的产销都有问题，首先是题材和总

体构思太陈旧，与经典影片《放牛班

的春天》雷同，尚未想出弥补先天不

足的新招就开拍。该片开机之后拖

了4年才上映，这几年内又有三部同

类影片《大师兄》、《嗝嗝老师》、《老

师·好》推出，都是描写一位性格或生

理有缺陷的老师与一群孩子共同进

步，对《热血合唱团》就更不利。刘德

华在拍摄《热血合唱团》期间曾坠马

受伤，该片的宣传本来可借此大力赞

扬刘德华的敬业精神打动观众，但策

划人员没有重视这些新闻素材，只会

简单地宣布刘德华是主演，错失提高

票房号召力的最后机会。

《人潮汹涌》根据外国影片改编，

其遇挫原因，有人说因为该片并非原

创作品，有人说改编水平不够高，我

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人潮汹涌》

并非尽善尽美，但总体上还属优质影

片，该片剧作、导演、表演、造型、剪辑

的精美度高于《唐人街探案 3》、《你

好，李焕英》。《人潮汹涌》未能在影市

掀起汹涌热潮，最大问题是上市时机

不对。该片在春节档上映，论情节场

面热闹和品牌效应不如“唐人街”，论

合家欢的号召力不如“李焕英”，无法

争取中老年观众。欲吸引年轻人，又

被“李焕英”抢走大批女孩。该片因

赶在春节档匆忙推出，也来不及精心

设计引人注目的宣传包装策略。鉴

于以上原因，《人潮汹涌》的优势就显

示不出来。这不是刘德华的问题，而

是该片的策划人和决策者犯了错误，

一是不懂运筹学，以为优质影片任何

时候上映都能卖座，不了解观众在各

种档期的消费要求有何差异。二是

未做到知己知彼，不善于收集分析竞

争对手的信息，未能提前知悉春节档

其它强片的优势与己作对比。凭《人

潮汹涌》的质量，若在强片青黄不接

之际大力推出，就会格外耀眼。该片

首映档期不该是春节，应是3月的第

三个周末，跨到清明节小黄金周，既

避开强大对手，又有充裕的时间做好

宣传包装工作，可轻松闯过10亿元大

关。2010 年上映的《越光宝盒》和

2013年上映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分

别在3月18日和21日乘虚入市，跨清

明节、五一节，票房均获胜。

《拆弹专家 2》顺利打响，不仅是

因为有明星主演，更重要的是该片的

宏观设计有两大新鲜卖点：一是主人

公的思想性格复杂多变，拆弹专家因

某些社会原因和人的一念之差，由护

民英雄变成恐怖分子，最后人性回归

为民献身，这样的正邪变化反差之

大，使人物形象不仅新鲜而且深刻。

二是炸毁香港机场的大场面比《拆弹

专家1》的炸隧道更宏大惊险，充分体

现最新的电影工业水平。这两大亮

点很罕见，令人耳目一新。《拆弹专家

2》的上市时机也掐得精准，赶在卖座

片《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前一周上映，

争取了宝贵的七天时间，抢收的票款

占该片总票房近一半。

林超贤执导的《紧急救援》票房

不如预期，主要是因为剧作的布局没

有新招。该片主要情节和场面是扑

灭火灾，与不久前上映的《烈火英雄》

大同小异，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男女

主人公以及小男孩的思想性格和三

者之间的戏也较平淡。

影片的市场策划，是战略性软件，

若留下大隐患，请明星名导也救不了。

请注意！一些没有明星名导加

盟的中小成本电影，只要市场策划有

新意，质量过硬，可成为票房黑马。

《人潮汹涌》的导演饶晓志在三

年前拍摄并非一线红星主演的小成

本电影《无名之辈》时，他本人也是无

名之辈。该片描写一位瘫痪的毒舌

女子欲轻生，千方百计要胆小的劫匪

赶快杀她，绑匪却不敢，由此引出颇

有深意的黑色幽默故事。这样的题

材、构思（尤其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

系）确实新鲜奇巧，深得观众喜爱，票

房斩获8亿元。

当年《失恋33天》，票房超同期上

映的4部美国大片，新导演田羽生执

导的《前任 3》票房高达 19.4 亿元，奥

妙何在？都在于很吸引女观众。当

下电影零售场观众主体是情侣观众

和闺蜜观众（女孩结伴），闺蜜观众全

是女的，情侣观众选看哪部电影是女

方说了算，因此当下影市其实是女方

市场。这两部小片都以女性视点展

开故事，引导年轻人失恋之后如何重

新振作，或因意气用事而分手之后能

否破镜重圆，都切中当下青年观众关

注的社会生活热点，题材、故事、人物

很接地气，尤其是《失恋33天》塑造了

一位仗义帮助女孩的男主角，更受女

观众欢迎。最近，《你好，李焕英》也

是因为题材、故事、人物很吸引女观

众，票房收入大超其它电影。事实证

明：电影的市场策划，比“明星名导效

应”更重要。

各位电影制片方决策人，很有必

要重读史书《战国策·魏策》中引用的

“南辕北辙”。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

糊涂先生欲前往南方的楚国，却驾车

北上。别人指出他背道而驰的错误，

他竟认为不要紧，理由是他带的路费

多，他的马跑得快，他的车夫最会赶

车。其实，大方向错了，其它条件再

好又有何用？

不重视市场策划的电影制片方，

犯的正是“南辕北辙”的错误。合格

的电影策划人，应是综合素质高较高

的人才，精通政治学、文艺学、社会

学、心理学、市场学、信息学、运筹学、

新闻学、广告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对影片的选

题、立意、定位、卖点设计和营销策略

提出精确意见，四两拨千斤，或是及

时终止不该上马的项目，或是救活险

遭亏损厄运的影片，或是让卖座片更

卖座。

许多电影制片方至今未建立真

正的市场策划工序。不少国产片演

职员表出现的策划人，多是外行的官

员或老板。许多影片的决策人和主

创都不懂市场策划，又没有请策划专

家为影片的产销决策把关献计，有的

制片方没有经验，不知道要请策划专

家。有的制片方请策划专家对影片

项目提出论证意见，但不尊重智力劳

动，不按劳付酬，发点微薄的审稿费，

甚至分文不付。策划专家为影片规

避风险和创造利润作出重大贡献，其

待遇连摄制组的小助理都不如，怎能

调动策划专家的积极性？这就导致

许多影片盲目上马上市，结果票房惨

败，聘请大明星、大导演、大编剧的巨

额片酬费用都白付了。当电影的市

场策划成为一门正规化并受尊重的

新专业之时，许多电影就有望在市场

打响了！

《人潮汹涌》翻拍自日本 2012 年

上映的《盗钥匙的方法》，在此次中

国版之前，韩国也曾于 2016 年翻拍

制作了《幸运钥匙》，可见大家对这

个故事的普遍认可。《人潮汹涌》的

故事结构和人物设置大体遵循了原

版影片，依旧是从“皂滑弄人”引发

的“交换人生”。但相比日版、韩版，

《人潮汹涌》有着比较清晰的本土化

特征与时代特点，比如垃圾分类、手

机密码锁、视频记录“行凶”现场、在

快递柜内取交易现金、“卡副本”等

等。影片为了符合春节档合家欢的

气氛，在改编时弱化了坏人“坏”的

程度，对坏人的刻画趋近漫画化；片

尾的打斗戏则提高了三位主要角色

间的情感浓度，赋予了本片一个更

具人情味的结局。影片在本土化的

改编中也采取了互文的策略，一方

面从戏剧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则

是受到中国香港经典商业类型电影

的影响。

影片中可以看到许多与戏剧相

关的段落，这应该与导演饶晓志的跨

界经历有关。饶晓志毕业于中央戏

剧学院导演系，在他2016年拍摄首部

电影作品之前，有过多年的舞台剧执

导经验。因此导演在影片中夹杂了

不少“私货”，比如陈小萌从大学起就

是话剧社的成员；在周全与陈小萌为

了骗过王艳晖而反复排演的段落中，

两侧的幕布完全搭建了一个舞台剧

的场景；更多的部分都与荒诞派戏剧

大师萨缪尔·贝克特有关：陈小萌家

中墙上贝克特的海报，片中反复被强

调的上吊绳（很难不让人想起《等待

戈多》），影片英文片名Endgame直接

来自于《终局》（Endgame）——这一片

名/剧名也体现在临近结尾处剧场门

口的大幅海报上，紧接着的一场戏则

是陈小萌在话剧舞台上完成了一次

作为主角的表演。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吸引了许

多具有跨界经验的创作者进入电影

行业，实际上今年春节档影片的多位

导演都有着跨界背景，比如贾玲拥有

丰富的小品演出经验、陈思诚曾经出

演多部影视剧作品、李蔚然制作过许

多优秀的广告片，这些创作者将跨界

经验与多元艺术形式带入电影生产，

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电影在

生产与市场上的活力。

看《人潮汹涌》的一个趣味之处

是可以从中发现中国香港经典电影

的片段。19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香

港商业类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大陆地区观

众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人们通过

电影院、录像厅/录像带、光盘、电

视，也包括后来的电脑和手机看过

了太多部香港电影，那些经典的影

片甚至不断被反复观看。因此《人

潮汹涌》的喜剧效果，其实在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曾经辉煌的中国香港电

影，影片中的许多笑点正是利用了

“迷影梗”——通过对香港经典电影

片段的拼贴和戏仿得以实现。

在《人潮汹涌》受香港电影的广

泛影响中，两个最清晰可见的显影

当属周星驰与刘德华。对于这部影

片来说，无论是演戏还是交换生活，

“表演”都在全片中占据着核心地

位。重视表演与训练是香港电影的

重要特色，中国内地观众非常熟悉

的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自 1971 年

由无线与邵氏兄弟制片公司合办第

一期训练班起，培养了包括刘德华、

周星驰、周润发、梁朝伟、梁家辉、吴

君如、吴孟达等在内大量的香港演

员。这些重要的演员标记了一个时

代，是中国香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

的里程碑式的存在。

周星驰虽然没有在这部影片中

直接出现，但当陈小萌与前女友告

别时那首《Here We Are Again》响起

的时候，多少观众在心中都忍不住

想接梗一句“我养你啊！”。影片中

另一首在陈小萌痛哭流涕时出现的

配乐，则是周星驰曾于《食神》、《功

夫》中两次使用的《流浪者之歌》。

王艳晖从电视中一闪而过的形象识

破陈小萌的身份，而电视里这一角

色是对周星驰在 1983 版《射雕英雄

传》中“龙套”经历的戏仿。陈小萌

被前女友称为“戏精”，渴望演戏却

只能作为群演，这一人物设置与配

乐、《演员的自我修养》一起，都让人

召唤起对周星驰主演《喜剧之王》的

记忆。其实周星驰主演、导演的大

量电影，本身就是通过戏仿、拼贴、

解构等后现代策略达成喜剧效果，

而《人潮汹涌》也正是承袭了这些手

法，只是周星驰的影片在这部影片

中已经成为了被实践的前文本。

在影片开场的段落中，刘德华

饰演的周全在“行凶”过后摘下口

罩，他的面孔被暴露出来，成为影片

中一个仪式化的时刻——刘德华在

这部影片里已经超出了一个角色的

功能，他的形象与影片中所戏仿的、

由他曾经主演的影片（《新上海滩》、

《天若有情》、《无间道》、《五虎将之

决裂》等）形成重影，发挥了时光机

的效果，使观众完成对往昔经典香

港商业类型电影的回访。

《人潮汹涌》将故事的发生地点

放置在上海，这个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国电影最辉煌的城市，常常被

用来与香港当作一对镜像的电影

“双城”提起。上世纪前半叶，由于

战争的缘故让许多上海影人前往香

港，为香港电影开创了一番气象，许

多经典港片中都可以看到浓浓的

“上海情结”。而在 1997 年之后，香

港影人纷纷重新回到故土，近年来

合作拍摄影片已然是香港电影的主

流。刘德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香港

的象征，他自律、努力——影片中周

全最显著的性格特质也是如此。在

香港人看来，刘德华这样一种性格

特征，实际上正是香港转型期的精

神符号，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人潮汹涌》：本土化与互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