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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立虹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中国电影新的
产业集群正在成长

■文 /赵 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了中

国电影产业新的产业集群正在成

长，它们包括影联、联瑞、儒意等每

年都出大流量节目的稳定的行业

企业，也有很多正在发出过一两部

卖座、有影响新片的中小公司。上

一批大气磅礴的影业公司尽管不

少还在支撑着电影产业的江山，但

是一半江山看得出已经被新崛起

的机构与团队不断地替代。

这种现象在近十年之内纷纷

涌现。在中国电影市场风起云涌

的二十多年中，产业的英雄企业曾

经达到过的高度依旧像里程碑一

般屹立着，譬如华谊兄弟、乐视、博

纳、光线、万达、北京文化等等至今

傲娇不已。但是也有已经光芒不

在的很多曾经辉煌的影业公司确

实已经倒下，替代这些倒下或者萎

缩的公司的产业新格局接踵而出。

我们会说这是时代的潮流，

但是，新崛起的影业公司究竟如

何抓住了市场的新热点，创造了

新热点，也许才值得我们深入关

注的。坚持在漫长的创作与制作

之路走下去，坚持在院线影城市

场上走下去，并且迎来今天的成

功，的确吸引着很多奋斗者，他们

的精气神就比资本掌握者更加值

得我们尊重。

我们真诚希望中国的影视企

业都能够成为屹立时间很长的公

司，能够战胜成长当中各种难以逾

越的困难。现在的考验是凭资本

还是凭创作的本事能够让一家影

业公司，不管它是制片的还是发行

的，能够更加长久地存在下去。

就外在条件而论，似乎没有一

家公司可以不靠资本而能够生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资本只能是充

分条件却非必要条件，而且重要的

是资本并非第一推动力。

不是必要条件的意思很清楚，

所有了不起的创业公司，首先一定

是自己从小做起，从最初的业务做

起，从第一单十块钱的业务做起。

之后的路就是失败、成功、再失败、

再成功，直至做大做强。资本是它

找上门的，不是你求上门的，资本

是因为奋斗者的魅力而存在的，它

创造成功者，但不能创造奋斗者。

如果在这个时代，国家大局稳

定，机会层出不穷，而且全球创新

成为普世价值，而你还不能成为奋

斗者，那么应该怨的只能就是自

己。中国的影业企业今天依旧生

存的就是奋斗起家的，今天已经倒

下的却不一定是奋斗企业。

此话怎讲？今天倒下的有很

多就曾经是凭着关系、凭着资本、

凭着市场上的哄骗等等起家的。

今天这样的企业幸好倒下了，适可

以成为反面教材。它们也必然倒

下，因为凡企业，核心竞争力一定

是在做顾客的创新和市场的价值

中。顾客的创新就是创造出追求

新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需求的市场，

市场的价值就是这种需求满足了

当代人类的精神与认知，从而掀开

了新的市场史。

近年出现的成功影业公司符

合这样核心竞争力标配的一定还

要有三个因素，一是领头羊特别注

重和善于学习。因为当下的社会

和行业变化特别快，不掌握新的知

识就不能傲立潮头。《哪吒之魔童

降世》的风格画法就是跟前面的动

漫不同，前面的《大鱼海棠》也和

《喜羊羊与灰太狼》不同，饺子是学

习型人才，更是创新型人才，并且

是耐得住寂寞的奋斗者。他的《哪

吒》就是给新的市场准备的。光线

公司是看好的饺子的，如此饺子才

得以遇上自己的第一个资本。

二是善于学习的人有着与一

般人不同的认知，他们的认知是直

接发现自己对于现实世界和艺术

创作特殊点的辨识的。什么叫“直

接发现”？大部分人的认知是按照

他人的“告诉”而发生的，老师在课

堂上介绍了认识世界的知识——

注意，是“知识”，即普遍规律和公

式定理——一般人就把老师说的

当作终极的教条，但是有创新秉性

的人，却从来把别人教导的东西当

作可以举一反三的案例，如此就可

以启发自己发现更为广阔的世界，

也从来敢于怀疑在老师的“知识”

以外世界存在别的认知的可能的，

如此就敢于另辟蹊径，独立创新。

“知识”的两大局限在于很容

易被发现边界，知识都是由边界

的，超过了边界就不一定正确。我

们小时候老是诵读列宁“真理再多

走一步就是谬误”的教导，说明真

理是有边界的。

知识的第二个局限在于它受

到人自身认知的制约。为什么不

同的人对于同样是一个老师教的

一种知识接受程度就不一样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辨识能力和认知

水平参差不齐。这个世界上，没有

两个人的大脑完全一样，没有任何

两 个 人 的 脑 细 胞 结 构 是 完 全 一

致的。

复杂的脑神经元结构中，光是

大脑的沟回就大同小异。所以我

们要尊重自己的认知，从而根据自

己的认知特点学习自己疏忽的东

西，学习也许很多人疏忽的东西而

恰恰是你可以熟知的东西。在自

己的神经元上做文章。譬如你敏

感于颜色，你敏感于速度，你对几

何总是得心应手，而你或者喜欢做

社交活动，等等。

很多人以为这是性格不同，不

是的，是人的辨识中枢神经系统存

在差异。所以你可能具有他们都

不具有的能力。这就是你发挥创

造力和想象力的核心优势。因此

这个世界才会有那么多的科学家、

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等等。

我们发现在新成长的影业公

司当中，有很多认知特别活跃的人

才。过去的王中磊、于冬是这样，

今天的讲武生、蔡元也是这样，正

如昨天的马云、马化腾是这样，今

天的张一鸣、黄峥也是这样。你要

敏感地问自己，你所认知的世界是

怎么样的！

第三个要素在于奋斗者的一

往无前的精神。这个不用多说，没

有一个奋斗成功的团队不掉几层

皮的，而且是每前进一步都要掉一

层皮，直至脱胎换骨。没有脱胎换

骨勇气和毅力的人不配与之组成

奋斗的团队。而非彼此计较厉害

得失。

越勇于奋斗的人，在一起越能

够发现前面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从

而将眼前的得失统统消化掉。可

以预料，不管是制片的还是发行

的，不管是院线的还是技术的，这

三年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三

年，今天我们看到了《唐人街探案》

系列、《你好，李焕英》、《哪吒之魔

童降世》、《战狼2》如此成功背后的

公司和团队已经涌现，如果我们还

不醒悟新一轮影业公司的淘汰赛

正在进行，我们就真的太晚了。

今天从二十岁到四十岁的朋

友们，人生只会给你们一次机会，

不要让上市成功的团队一直抢在

你们的前头，因为更多的机会就在

你自己手中。中国电影产业不是

出现几家新型的公司完事，而是等

着出现几十家如同光线、博纳、影

联、联瑞、儒意那样的公司，并且应

该考虑都是民企！

民企是最充分的条件，然后是

上述的主体精神下的个人、奋斗

者。我们需要资本吗？需要，一定

需要。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资本在

前面等着我们，等着你们，而非在

起步的时候就陪着你玩。陪着你

玩的当然可以不陪着玩了。而只

有望见在前面等着你的资本，你才

会有绝大的动力。

对于成长中的产业行业团队

而言，第一个阶段是现金流，第二

个阶段是利润，第三个阶段是市

值。而创新性企业在顺序展开奋

斗的时候，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是市

值，第二个瞄准的目标是市值，第

三 个 目 标 还 是 市 值 ，并 且 更 是

市值。

他人的悲歌，如何倾听？
■文/王小鲁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大幅下

滑、民粹主义势力崛起、恐怖袭击频

繁发生……2020年的欧洲经历了“可

怕的一年”（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本

年度的欧洲电影获奖作品也多悲凉

之音，沉重的历史控诉、少数族裔的

挣扎、普通民众的焦虑成为影片重要

主题。

电影形式实验

及其对历史的反思

2020 年俄罗斯影坛的三部重要

作品《列夫·朗道：娜塔莎》、《列夫·朗

道：退变》和《亲爱的同志》都将主题

设置为对前苏联历史的反思。前两

者的项目由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

扎诺夫斯基发起，最初源于导演2006

年计划拍摄的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

道的传记片。导演在乌克兰东部的

哈尔科夫郊区建了一个占地4.2万平

方英尺的庞大布景，并招募了35.2万

人在这里按照前苏联时期的生活方

式居住和生活，重构了一个独立于当

下世界的平行时空。《列夫·朗道》系

列的故事情节完全由“演员”们不断

创造生成，导演仅在剪辑阶段决定具

体场景的取舍。最终，赫尔扎诺夫斯

基团队用了近十年时间将长达700小

时的 35MM 胶片素材剪辑成 14 部电

影，其中获得第70届柏林电影节杰出

艺术成就奖的《列夫·朗道：娜塔莎》

和特别展映单元的《列夫·朗道：退

变》分别是该系列影片的第12部和13

部。

作为一个巨大的多媒体艺术装

置项目，《列夫·朗道》系列以其庞大

叙事展示了“极权主义社会中，正常

与反常、平庸与怪诞、人性与非人性

共存的怪异方式”（英国《卫报》），并

对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双

重思想”（doublethink）进行了重现。

俄罗斯著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

夫斯基获得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评

审团特别奖的《亲爱的同志》聚焦曾

被苏联政府隐瞒了30年的1962年新

切尔卡斯克事件，批判了赫鲁晓夫当

局对罢工者的残酷镇压。导演选择

在当地市委工作的柳德米拉作为整

个事件的观察者，并通过对女主人公

心理变化的细腻刻画增强了影片的

震撼力。

离散叙事的凸显

与对现代精神状态的探索

随着难民危机和移民问题在欧

洲大陆的持续发酵，离散叙事成为了

世界性的文学和电影主题。2020 年

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作品就颁给

了丹麦著名青年诗人叶海亚·哈桑的

最新诗集，哈桑出身巴勒斯坦穆斯林

难民家庭，其作品多以平民窟生活和

少数族裔的挣扎为主题。

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奖评审团特别奖的影片《倾听》和柏

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的影片《柏林亚

历山大广场》便是此类题材的作品。

前者是葡萄牙导演安娜·罗查的处女

作，影片通过对一对葡萄牙移民夫妇

艰难夺取孩子监护权的痛苦经历的

讲述向冷漠、僵化的英国社会服务系

统提出了质疑。后者改编自阿尔弗

雷德·多布林创作于1929年的同名小

说。作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部重

要作品，这已经是该小说的第三次改

编。不同于1931年的菲尔·尤契版本

和1980年的法斯宾德版本，作为阿富

汗裔德国人的布尔汗·奎巴尼将原作

中弗朗茨的身份由生活在 1920 年代

的德国人更换为一名当代几内亚比

绍非法难民。

2020 年欧洲影坛还有多部重要

获奖作品关注当下欧洲人的现代体

验和精神状态。2015 年巴黎查理周

刊袭击事件、巴塔克兰剧院袭击事

件之后，法国约有一万名士兵受命

保护领土的“敏感地带”，约翰·阿洛

一的《第三次战争》便将巴黎市中心

的一群反恐士兵设为主人公，并通

过对士兵们的心理状态的着重刻画

敏锐捕捉到了当下巴黎紧张的脉

搏，该片也因此获得了威尼斯电影

节地平线单元奖最佳影片奖提名。

迪诺森佐兄弟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

剧本银熊奖的《烂故事》是一个讲述

意大利罗马郊区一处贫困社区在压

抑的愤怒中最终爆发的“黑暗童话

故事”。柏林电影节 70 周年纪念奖

获奖作品《删除历史》则关注数字时

代的各类异化现象，并对数据云对

人们的控制及身份吞噬进行了讽刺

和思考。

柏林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

蒂安·佩佐德和著名导演亚历山大·
克鲁格的新作《温蒂妮》和《奥菲亚》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神话故事的重

新阐释来进行艺术表达。获得柏林

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和国际影

评人协会奖（费比西奖）的《温蒂妮》

是对德国神话中元素故事（水、火、

山）的现代重写，影片延续了导演对

爱情、社会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兴趣，

将“德国政治紧张局势微妙地叠加

到类型叙事中”。《奥菲亚》由亚历山

大·克鲁格和菲律宾导演卡文合作

完成，该片对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的神话进行了性别逆转，是“一部关

于消费社会和欧洲仇外情绪兴起的

摇滚歌剧”。

电影节展多元化转型

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的蔓

延，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了实体形

式，转向了在线虚拟平台。6月22日

至 28 日，两个平行在线电影市场举

办，分别负责销售已完成影片和国际

预售影片。威尼斯电影节一改此前

与特柳赖德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

纽约电影节等多个秋季电影节的竞

争关系，转而共同建构一个合作统一

平台以推动优秀影片的宣传推广。

柏林电影节由艺术总监卡洛·夏特里

安和执行总监马丽叶特·里森贝克组

建的新团队首次执掌，最重要的变化

是设立了以“勇气和对一种新语言的

探索”为首要标准的“奇遇”单元。柏

林电影节还对影响电影业的外部力

量保持警惕，今年的欧洲电影市场集

中讨论了一项旨在确保欧洲电影人

的文化多样性的拟议立法，建议欧盟

成员国通过对在线服务实施财务和

本地内容配额，以争取建立一个更公

平的竞争环境。

致力于促成电影行业性别平等

的“5050x2020”运动持续发挥效力，本

年度欧洲各大国际电影节在电影节

管理的各个环节上严格促成性别平

等和多样化。柏林电影节的18部电

影来自18个制作国家，5部影片的导

演为女性。威尼斯电影节的18部参

赛影片中也有5部由女性导演执导。

此外，终身成就金狮奖（许鞍华和蒂

尔达·斯文顿）、荣誉金熊奖（海伦·米

伦）、金摄影机奖（乌尔莱克·奥汀格）

也均颁给了女性电影人。

今年2月，瑞士的人工智能平台

Largo.ai 被选为柏林电影节“地平线

2020”最佳初创企业之一后人气飙

升 。 为 了 设 定 其 人 工 智 能 程 序 ，

Largo.ai共分析了40多万部电影和系

列电影、180万名电影人和5.9万份剧

本。通过对具体项目的分析，Largo.ai

可以辅助创意人群在电影制作的不

同阶段做出决策，以提高投资回报率

和最小化风险。

Largo.ai的创始人萨米·阿尔帕认

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投资者更加

谨慎，人们自然开始对可以帮助降低

项目风险的人工智能数字平台更感

兴趣。目前，欧洲制片人俱乐部已签

署成为 Largo.ai 的正式合作伙伴，并

将让20家电影制作公司试用其技术

六个月。

最近几年，国内连续翻译了几本

关于美国的非虚构图书，他们都致力

于描述美国的衰落，尤其是底层令人

悲伤的状况。一本是哥大新闻学院

老师杰西卡·布鲁德的调查报告《无

依之地》，一本是耶鲁大学博士J.D万

斯所撰写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还

有一本是《下沉年代》，这些书对于美

国现状的局部或整体做了描绘和剖

析。前两本书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改

编后的电影与原著同名。

由非虚构文学改编成的电影，应

该有一个相当强的现实表达的诉求，

所以这两部影片，不仅仅让我们做艺

术欣赏，而是有传达知识的功效，我

们经由此来看美国的现实，也可以看

这些人是如何解释美国底层社会，并

去评价它的。在当下，知识界思想观

念和对世界的认知有着巨大的撕裂，

这些阐释美国社会的影片能给我们

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刚刚发布的奥斯卡提名名单，

《无依之地》获得了多项提名，而《乡

下人的悲歌》也有两项提名，不过是

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化妆两个相对次

要的奖项。之前看美国影评人批评

《乡下人的悲歌》是朝着奥斯卡的方

向拍摄的，导演是好莱坞资深导演，

拍摄过《美丽心灵》、《对话尼克松》。

但是显然，最近几年，“过于好莱坞”

的影片往往并不讨喜，《无依之地》相

对不那么好莱坞，却显然获得了更多

认可。

我相信这两部影片的接受过程

中，背后也有更复杂的心理。《乡下人

的悲歌》的原著出版的时候，正是川

普上台前后，人们经由本书来解释川

普的上台。本书里面对于美国中西

部铁锈城市里人们下沉的生活的解

释，不是批判政治和社会结构式的，

而是将他们没有希望的生活归结为

“乡下人文化”的原因，作者 J.D 万斯

出生于肯塔基，生活于俄亥俄州西南

部铁锈城市，以自己的经验现身说

法，他讲述了福利社会对于当地的穷

人生活是起到了多么坏的腐蚀作

用。作者的家人以前都是民主党的

信奉者，后来在一夜之间发生了转

变。但他对于自己命运和家乡当地

文化的解释，很多读者在公共媒体上

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电影《无依之地》的制作和出品

则是在拜登上台前后，其原著似乎与

当下的时代精神又不谋而合，因为这

里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美国游牧族

的解释，则显然是从整个社会结构和

资本主义系统的弊端来解释的。其

中呈现的是群像，有众多的人物，但

是每个人物的命运作者都给予了清

晰的解释，他们大多由于2008年美国

次贷金融危机，房地产出了问题，或

者工作机会丢失，大多从中产阶级的

生活跌落到了最底层，然后买了房

车，或者改造了厢式货车，过起了车

轮上的生活，在这些人的眼里，是整

个资本主义系统的败坏带给了他们

厄运，所以他们反对美元霸权，反对

房地产金融暴政。

但是原著和电影对于事实的解

释是不一样的，杰西卡?布鲁德和来

自中国的赵婷对于游牧族现实的阐

释存在着微妙的偏移。这与原著与

改编者必然存在的缝隙有关，更多的

当然也与他们观看美国社会的视角

以及政治态度的强弱有关。当我们

看电影版《无依之地》，影片开始部分

给予人们的感受是非常难过的，这完

全不符合中国大部分人的想象。尤

其是摄影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多美学

上的处理，据说多使用了自然光和弱

光，有些地方的照明是 LED 灯完成

的，这给人视觉上很压抑的感觉，它

用来配合电影中对游牧族艰难生活

的讲述，其实是很吻合的。一般在这

个部分，我们的观众往往就开始产生

很多的不适。

但随着“科恩嫂”扮演的芬这个

角色的行动的逐渐展开，观众却慢慢

释然了。芬这个人显然是有力量的，

她在生活中非常主动。她给自己的

车起名叫先锋号，电影也让我们看到

她其实是可以居住在妹妹家，但是她

主动选择了放弃。她遇到了一个喜

欢她的男人，也可以和对方一起过一

种安稳的屋檐下的生活，但是她都放

弃了。她喜欢大自然，喜欢更为自由

的生活。她的放弃还由于她的情感

世界，她深爱她的丈夫，所以无法爱

上另外一个人。电影的改编似乎是

必然地进入了一种情节剧化的情境

中。但是看到这里，观众会觉得好多

了，因为他们会发现芬的这种生活更

多的是来自于一种自由的精神，这一

切是她的主动的自由的选择，是一种

生活态度，一种难得心性和境界。

但若以原著为坐标，这个部分恰

恰是有点浪漫化了的，开头的部分反

而更为尊重原著。这是同时看过原

著和电影的朋友普遍的感觉。当然，

我们可以从作品的一致性上，来看这

种处理的来源，比如我们很容易看到

《骑手》和《无依之地》的相通之处，都

是底层社会人群的生活，但是空间辽

阔，有着独特的自由和宽广的西部气

息。显然导演有其对于美国的感受

和想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法

要求这部电影和原著过于重叠，我们

只能去做比较，去描述这个不同，并

不能说这是影片的不足。

而芬的生活也不是那么简单。

这条线是虚构出来的。创作者将芬

的前史安排在内华州西北部黑石沙

漠边缘的恩派尔小镇上，这个小镇因

为石膏产业而存在了 100 年，不久前

因为房地产萧条，这种建筑材料销售

不动而停产，小镇于是瓦解了。芬的

丈夫去世了，他们的房屋也无法居住

了。芬在流浪之前，还是将部分家具

放在了小镇上。她离开后，这里仍然

是牵挂。她无法开始新的生活，因为

她知道，如果完全放弃了恩派尔小

镇，她和丈夫没有孩子，而丈夫童年

的时候连父母都没有见到过，她的放

弃就等于彻底抹除了丈夫在世界上

的痕迹。但是，她也不能不开始新的

生活，于是，她应该如何自处呢？

这当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

是这个悲伤和美国社会的某种衰落

交织在了一起，它讲述了这种衰落对

于个体的生活和精神的深刻影响。

这就是电影，我们肯定不能要求它

像社会调查一样，更不能说它美化

了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很关键的

问题是，我们的很多人是不愿意听

到美国社会衰落这样的说法的，因

为我们在他者身上寄托了太多理

想，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正

面现实，去直面《无依之地》的这种

描述。当然，同样，我觉得我们也不

必将这个衰落当作一种映照自信并

带来我执的东西，因为就实际情况

来说，美国最底层游牧族的比例是

非常小的，而且他们最差也有一辆

车，每月有四五百美金的政府救济，

换算成人民币也有三四千元。若评

价这部影片的人都是大学教授或者

都市白领，那么必然会夸大其悲惨，

这就是中国典故里的以上驷对下

驷。若从本质真实的角度来说，也

许这部电影中的描述刚刚好。

2020年欧洲电影创作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