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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讲，《海的

尽头是草原》（下称《海》）的宣发方实

在有必要提醒观众：如果您以为，既

然本片故事取材于著名的“三千孤儿

入内蒙”事迹，它当然属于主旋律片，

那并不准确。此片出品方之一可是

博纳影业。作为 2022 年 8 月在深交

所上市的成功企业，博纳早已为近年

来的主旋律题材影片打造了新的产

品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但不限于：香

港电影工业模式的引入，电影质量的

标准和保障，更主要的，则是对一众

创作者电影技能的再次激活。最后

一点，之于徐克是《智取威虎山》，之

于林超贤是《湄公河行动》，之于尔冬

升则是《海》。这些保证了博纳出品

对大众审美趣味其实有足够的满足。

《海》采用的定位和策略，与徐、

林二位有所不同。在文艺片的气质

方面，《海》“拿捏得死死的”。叙事的

细致，画面细节的考究，人物身份样

貌的参差错落，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

中的起伏，抒情至上，如此等等，都是

文艺片作者特别钟爱的艺术风味。

尔导晚近创作，可以纳入香港影

人“北上”的潮流来观照。他会流露

出追求真实记录内地景观的冲动（如

2015年以“横漂”为角色的《我是路人

甲》），与此同时又仍然延续着电影作

者的意志和欲望（如2016年新版《三

少爷的剑》）。在《海》的创作过程中，

前一种倾向显现为工匠精神。尔导

离开横店，跨秦岭-淮河、胡焕庸等两

条地理分界线，直奔长城外草原实

景。那里没有照明，摄制组只能等大

自然变幻莫测的天光云影恩赐，以获

得足够多光影色调前后一致的时间，

来保证各个镜头场次之间的视觉效

果能自然连贯。这种听天由命的创

作方式，让玉树临风的尔导被晒成了

黑瘦模样。历经艰苦繁难，终于有了

片中上海和内蒙两地、过去与当下两

时的对立形态景观。

这样的创作方式也可能给不少

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即以为本片是现

实主义的。但《海》的隐喻意味也很

明显。这里不妨假设这样一种对剧

情进行复述的声音：中国南方大都会

陷入饥饿（自然灾难）和贫穷（社会灾

难），这一背景下，一个女孩被父母抛

弃成为孤儿。她美丽、敏感，被国家

决策决定了来到遥远的、语言不通的

北方。这是一个无比辽阔的地理空

间，仍然处于古老游牧的前现代阶

段，并且充满狼、流沙、风暴等危险。

唯一让她愿意接近的，是她选择的养

母。养母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对她绝

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完全无私奉献

（其实已是过度奉献甚至令亲生儿子

嫉妒），而且也要美丽。孤女对当地

文化生活方式（如饮食）的拒绝要被

无条件地包容，她的任性、刁蛮（如咬

人）一次次被谅解，而她的欲望、执

念，都要自由释放，即使会为他人带

来危险甚至死亡。只是养母兄长为

救她死亡后，她才在负罪与感恩的

双重动力下甘心情愿居留在当地，

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亡兄的名字和

父母。与此同时，把她留在孤儿院

的生母背负了一辈子的罪感和愧

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直至死亡没

有等到原谅。原谅的迟到也是由草

原母亲的仪式来操办的。女主角的

哥哥当年用故意淋雨患病的手段留

在了生母身边，这位哥哥在影片开

始时就被告知患了癌症，于是他的寻

妹之行看上去就有些像是要完成临

终“告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次

充满精神分析色彩的过度解读。类

似的过度解读网络上比比皆是。正

是这样的解读提醒我们，把《海》归入

现实主义并不适宜，同时也过于简单

化了。

《海》原剧作有相当类型化、剧情

片的要素，颇富传奇性。如，女主角

杜思珩的父亲被设定为原子弹科研

人员，因此不得不隐姓埋名、不告而

别。而杜思珩在草原上生活了很长

时间后，曾偶然遇上了父亲所在的神

秘部队。这两场戏不但全知全能地

解释了父亲何以突然消失，也超全知

全能地安排了父辈与子一辈冥冥之

中浑然不知地相逢——是谓传奇。

在中国民间叙事的趣味里，巧合律是

戏剧性最主要甚至本质性的模式。

这也让我们恍然意识到，《我和我的

祖国》的《相遇》篇，其戏剧性在于男

女主人公的不期而遇正是巧合律的

显现。而在《海》成片中，这一条线索

几乎看不到，这不但让女主角命运的

叙事变得不可知，也显然会影响观众

对父亲形象的道德判断。

当尔导用了文艺片的理念和意

识来叙述那段历史时，也就出现了文

艺片创作中最常见的一个弱点：隔。

文艺片的隔，既是与类型片模式刻意

隔绝，也是与现实主义前提下历史和

现实或有意或无意地隔膜。就前者

而言，骨子里，文艺片比艺术片还要

反类型。艺术片对类型片的态度超

脱，因此对类型片的手法反倒并不截

然排斥。如果说，文艺片对类型片的

态度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那么艺术片就很有几分“本来无一

物，何处惹尘埃”的无所谓。就后者

而言，文艺片作者对个体生命感受的

高度——甚至绝对化——认同，导致

了他们对历史之规律、社会之本质等

命题兴趣不大，也并非所长。

我不是说尔导一人隔，大多数香

港“北上”的导演，在叙述内地的现实

或历史时，都或多或少有隔膜的问

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这种

隔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生活

对人物的体验不能抵达本质，故不能

深刻动人。具体到北上后的香港影

人，还需在祖国各地深度居留，多看

多思，把感性经验的惊奇整合进理性

思辨的认知。

那么，何以文艺片的隔膜显得突

出，而犯罪片、动作片甚至战争片就

会感受好些呢？香港武侠小说大家

金庸《连城诀》里有一场比拼，顶尖高

手与年轻剑客交手，初时双方都使出

快招，打了个难分难解，后来高手把

招式放慢，立马占据上风。还有一

比：追求淡味、原味的菜品，总是要比

味道重的菜品更容易受到挑剔，少了

重味的遮盖，任何细节都会被注意

到。叙事节奏、视听刺激，正是类型

片和文艺片趣味大相径庭的两处。

尔导此次草原远行，也为我们思

考一系列电影学的命题，提供了一份

信息丰富的记录。

本报讯 2022 年多地疫情反

扑，给电影生产、宣发和放映各环

节均造成较大压力，从业者迎难

而上，积极推进优质内容供给，中

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项目对近

三个月（6 月 15 日-9 月 15 日，涵

盖暑期及中秋节）以来“逆流”上

映的其中 15 部影片进行了观众

满意度调查。调研结果显示，这

15 部影片中有 13 部进入“满意”

区间（满意度≥80 分），其中主调

查的 13 部影片综合满意度 84.7
分，在近一年调查的 6 个档期中

满意度居于中间水平，较 2022 年

春节档小幅下降 0.6 分。

主调查影片方面，《独行月

球》、《人生大事》分别以 85.9 分、

85.2 分居前两位，《妈妈！》以 84.9
分居第三位，《海的尽头是草原》、

《明日战记》和《新神榜:杨戬》三

部影片满意度也均超 83 分。这

些不同类型的优质影片较好地满

足了疫情下电影观众的多元观影

需求，助推近三月的影院观影人

次同比提升 20.0%。

观众不吝分享推荐优质内容

综合传播度优于春节档

近三个月主调查的 13 部影

片综合观赏性指数、思想性指数

均为 85.0 分，分别比 2022 年春节

档下降了 1.2 分、1.8 分，但综合传

播度得分 83.7 分，比春节档高出 1

分，在近一年调查的 6 个档期中

仅低于去年国庆档。

疫情持续反扑对影院观影形

成较大阻碍，但电影观众对于自

己喜爱的优质影片“不吝”分享和

传播，有效地助推了档期传播度

提升。

从影片来看，不同层次观众

传播度前五的影片保持一致，其

中档期观赏性居第一位的《独行

月球》和思想性居第一位的《人生

大事》得到了观众的积极推荐，传

播度均居普通观众、专业观众评

价的前三位；另外，与大众情感高

度共鸣的《妈妈！》在普通观众中

的传播度居第三位，视觉美学创

作突出的《新神榜:杨戬》在专业

观众中的传播度居第二位。

差异化内容满足多元观影需求

11部影片进入“满意”区间

在此次主调查的 13 部影片

中，有 11 部进入“满意”区间（满

意度≥80 分），其中 3 部超 84 分，

5 部超 82 分，高满意度有效支撑

影片票房走强，多元化内容丰富

受众观影体验。

在满意度超 84 分的 3 部影片

中，科幻喜剧片《独行月球》以

85.9 分居 13 部影片榜首，位于

2022 年截止目前单片满意度排行

第三位，高满意度背书，辅以类型

（科幻+喜剧）和主创优势（开心

麻花+沈腾、马丽），共同保证了

影片票房居暑期首位。朱一龙主

演的家庭剧情片《人生大事》满意

度 85.2 分，居档期第二位，影片聚

焦殡葬行业，题材独特性及其对

人生价值意义的探索均得到了观

众的高度认可，票房多次逆跌。

与这两部商业类型片不同，

居于满意度第三的《妈妈！》则是

带有一定文艺色彩、聚焦阿尔茨

海默病群体的小成本故事片，在

主调查的三部中秋节影片中满意

度相对领先，同时也实现了日票

房的反超。

满意度超 82 分的 5 部影片同

样具有类型差异化特征，其中《海

的尽头是草原》、《世间有她》和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三部影片均

是以真挚情感触动人心的现实主

义剧情片，而《明日战记》和《新神

榜:杨戬》则均是视觉奇观塑造突

出的重工业视效片。

另外 3 部满意度超 80 分影片

中，马思纯、王俊凯和范伟主演的

悬疑片《断·桥》满意度 81.6 分，累

计 2.32 亿的票房是导演李玉作品

的最高值。《外太空的莫扎特》满

意度 80.3 分，满意度及票房均为

陈思诚导演电影作品中最低的一

部。《七人乐队》为七位香港导演

联 手 的“ 拼 盘 ”电 影 ，满 意 度

80.0 分。

从细分维度来看，满意度居

于前两位的影片在观赏性指标创

作上较为突出，如《独行月球》的

故事喜爱度、主要演员的表演、不

枯燥等多项指标得分居档期首

位；《人生大事》在类型创作、创意

新颖度、情绪情感感染力等维度

上 得 到 了 档 期 最 高 评 价 。《妈

妈！》、《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

则在思想情感的深广度、健康积

极的价值观念等思想性指标塑造

上表现更为亮眼。另外，档期内

三部重工业属性的影片《独行月

球》、《明日战记》和《新神榜：杨

戬》的视觉效果均得到了观众的

高度认可。

普通观众偏爱《独行月球》

专业观众青睐《妈妈！》

普通观众、专业观众对 13 部

影片整体评价同中存异，趋同性

上，二者评价前 6 名的影片完全

重合，且《人生大事》二者评价排

序完全一致。在排名前 4 位的第

一梯队中，普通观众对《独行月

球》评价最高，其喜剧、非硬核科

幻及萌宠等元素更贴近普通观众

观影审美诉求；聚焦亲情的《妈

妈！》以温柔而深刻的内容表达得

到专业观众的高度认可，居专业

观众满意度评价第一位。

居于排名中段的两部影片均

属“视觉系”工业大片，其中《明日

战记》的机甲、科幻元素以及主演

古天乐均对普通观众有着更大的

吸引力，而专业观众则对在动画

中对传统美学进行探索突破的

《新神榜：杨戬》评价相对较高。

相比之下，居于排名后 7 位

的影片呈现差异，《世界上最爱

我的人》、《外太空的莫扎特》和

《七人乐队》三部影片排序差值

相对较大，前两部影片在普通观

众评价中排序相对靠前，后一部

影片则在专业观众评价中排序

更靠前。

近三个月，在高效的疫情防

控护航之下，电影市场稳中求进，

以多元优质的内容矩阵得到了观

众较高的满意度评价，同时实现

了票房、人次同比的较大幅度增

长，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未来电影市场依旧充满挑战和不

确定性，但从对过去近三个月、15
部影片的观众满意度反馈结果来

看，无论是《独行月球》、《新神

榜：杨戬》、《明日战记》等在工业

化制作上的进步，还是《人生大

事》、《妈妈！》等在故事类型片上

的成功探索，均得到了观众的较

高评价，引领电影创作走向更高

质量的发展道路，让从业者以充

足信心迎接国庆档的到来。

（影子）

本报讯 9月20日，由中国电影家

协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

目管理司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中共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等机构承办，中国电影博物

馆、工人时报社战略支持的 2022 猎

鹰计划“我心中的那座城——阿勒

泰”文化润疆短片创作季启动仪式在

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张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

节目管理司副司长任道远，中共阿勒

泰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蓝盛新，中

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等

参加启动仪式。

张宏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青年电

影人能追求工匠精神，始终以取乎其

上的标准做电影，并以团结有爱、宽

容有度来合作，获得自身在技艺和经

验上的丰盈与提升，拍出阿勒泰地域

之美、人性之美，最终创作出无愧于

己、无愧于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共同助力电影强国梦想和中华民

族文化复兴之伟业。

“猎鹰计划”创立于 2019 年，是

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品牌活动

华语青年电影周的核心内容板块及

优质子品牌项目。

本次短片创作季活动特别邀请

田壮壮担任艺术总监，梅峰担任文学

总监，王景春担任艺术顾问，郝为担

任制片人，并将邀请摄影、录音、美

术、剪辑等专业领域的权威电影人组

成导师团全程保驾护航。

活动全程将持续至2023年5月，

首先完成“我心中的那座城——阿勒

泰”5部剧情短片的创意及拍摄工作，

每部短片 20 分钟左右，最后合成一

部 90 分钟网络大电影，计划从中甄

选一部完成长片拍摄。前期由青年

编剧扶持计划征集、招募短片剧本及

编剧，由猎鹰计划招募青年导演，由

艺术总监田壮壮、梅峰、王景春最终

挑选出5位青年编剧、5位青年导演，

以及5至10个故事方向，到新疆阿勒

泰实地采风并完成 5 个短片剧本及

拍摄工作。该活动计划明年年中完

成展映及同步上线。

田壮壮、梅峰介绍：“3分钟的短

片能判断创作者能否创作好一部电

影，短片创作也决定了它的难度，这

是一个导演编剧训练营。创作人通

过对现实的关注，扎根生活找到更好

的故事。我们也希望为产业培养更

好的人才。”

王景春表示，“我是土生土长的

阿勒泰人，作为电影人参加本次活动

宣传我的家乡，是我的使命所在。希

望全球的电影人加入到创作队伍

中。”

张宏、田壮壮、任道远、梅峰、蓝

盛新、王景春、陈玲、侯光明、郝向宏、

郝为等登台触屏完成启动仪式。

（杜思梦）

高效防疫护航、电影稳中求进

近三月观众满意度达84.7分 一次远行，一份记录
——评《海的尽头是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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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猎鹰计划”文化润疆短片创作季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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