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10 中国电影报 2022.11.02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文/周 舟

“神经刀”，香港俚语，意指轻微

神经失常者，1969 年王天林导演的

《神经刀》中男主角贪财好色，武功

低微，却机敏善变，屡出奇招，误打

误撞成为武林盟主，《神经刀》及

1981年姜大卫导演的《猫头鹰》被视

为“无厘头武侠喜剧”的源头。本文

中“神经刀”借用了香港影史这一俚

语，但意指还是更接近美国神经喜

剧（screwball comedy）中行为举止稍

异于他人的爱情主人公。

比起《明日战纪》登顶香港华语

片票房榜首，我更关注《还是觉得你

最好》（港映片名《饭戏攻心》）赢得

港埠华语片票房亚军，在它之后紧

跟着《阖家辣》、《阿妈有咗第二个》，

“27 年来首次四部港产片同破 3000

万”。顺着港媒提供的这个时间点，

我查了下 27 年前也就是 1995 年香

港票房前十：《红番区》、《霹雳火》、

《百变星君》、《烈火战车》、《金玉满

堂》、《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平

饭店》、《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流

氓医生》、《回魂夜》……哗，梦幻的

“二周一成”时代。说港片复兴为时

尚早，但气象甚佳，这次三部小成本

港式喜剧同期赢得喜人票房，会让

港片不再把警匪片视为唯一的救市

稻草，喜剧也是香港电影的王牌武

器，而且不只有周星驰这一种喜剧。

这次支棱起来的三部港式喜剧

都是家庭喜剧，卖的都是喜剧老将

——《还是觉得你最好》的“栋笃笑

天王”黄子华、《阖家辣》的“大笑姑

婆”吴君如、《阿妈有咗第二个》中另

一个“大笑姑婆”毛舜筠。《你最好》

是结构最完整精巧，集体完成度最

高的一个，影片质素也直接反映到

票房上。

《你最好》是部群戏，三兄弟和对

应的三个女性，着墨较匀，衰仔三兄

弟有点像黄百鸣的《家有喜事》系列，

大哥沉稳到窝囊，二哥精明到鸡贼，

三弟懒馋幼稚，各有各衰，稳住了影

片喜剧的基本盘，三位女性则“杠上

开花”，倍添精彩，三人三个类型，将

港式喜剧的女性模板一网打尽。

大哥的女人——林明祯扮演的

网红主播台妹延续了港式喜剧的

“外来妹”想象，无论从大陆来的漂

亮表妹，海外归来的香蕉皮ABC表

妹，还是嗲味天成的台妹、日本妹，

都是为了满足 Exotic（异域风情）的

需求而生，来自异地的她们，言语不

通、习俗不明，天然豁免了正常女性

的行为规范，成为一种放肆的欲望

表达的载体。注意，她们不是成为

放肆的主体，只是承受放肆的客

体。这一点，《你最好》依然如此，有

大量镜头来放肆地宣泄对网红美眉

的欲望表达，跟王晶、黄百鸣电影中

的喷火女郎不同的是，林明祯的角

色有了心和灵魂，身心皆美的她，彻

底成全了完美情人的想象，更重要

的 是 她 因 此 赢 得 了 女 性 观 众 的

认同。

三弟的女人——林菀之扮演的

做饭婆可从《家有喜事》系列的大嫂

身上找到模板：洗手做羹汤的黄脸

婆，最终等到老公的迷途知返，《你

最好》的新在于三嫂等到了，但她不

要了，突然就不想要了。这一点很

戳女性观众的心，女性的价值不是

靠男人跪地求婚奉上鸽子蛋来实

现的。

二弟的女人也是大哥的前女友

并还爱着的女人——邓丽欣扮演的

Monica用的是港式爱情喜剧中职场

白领女神经的模板，更确切地说是

我们熟悉的郑秀文的模板。作为两

兄弟争妻大战的焦点，Monica 无疑

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也是戏眼所在，

这个角色比其他两个女性要难写也

难演得多，她实际上踩到了国人的

伦理道德红线，能被划为红颜祸水

一类了，很容易惹人讨厌，唯一能让

她得到道德豁免的只有她的真诚与

她的神经刀。

爱情喜剧片里正常的女性都必

须循规蹈矩，只有对女神经能网开

一面，网开一面的口子因人为定，对

越讨喜的人，包容度越大。在我看

来，影史上赢得最大道德豁免权的

女神经就是《育婴奇谭》里凯瑟琳·
赫本扮演的翠茜，只有霍华德·霍克

斯的神经刀才是真正的神经刀，玩

命疯癫，全程脱线，跟他相比弗兰

克·卡普拉的神经刀（《一夜风流》）

只是一点富家小姐的脾气，刘别谦

的神经刀（《街角的商店》）只是一点

知识女性的尖刻，根本算不上什么

神经、脱线，而翠茜她是一个真正突

破了几乎所有对女性道德约束的任

意妄为者，像把卡丁车开进瓷器店

的淘气宝宝，像独自守家的“二哈”，

所经之处一片狼藉，你却像片中加

里·格兰特扮演的男主角一样，抬起

手想揍，却又舍不得，只能咬牙和血

吞。她逆转了所有男性社会对女性

加诸的规则，然而最后她还能征服

观众赢得观众的喜爱，这实在有点

匪夷所思。我想这固然有赖于编剧

和导演，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源于“凯瑟琳大帝”的个人魅力，演

员在生活中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

风格极大地助力了角色的可信度。

《你最好》里邓丽欣扮演的神经

刀对重口味的我来说太清淡，太正

常，太不不神经了，她的角色最终没

有说服我，这个角色的缺憾也是《你

最好》最后没顶起来成为一部真正

的经典佳作的原因，像焖一锅饭，差

那最后回魂的一口气。

首先，从剧作上，人物逻辑不太

通顺，Monica 如果是个能跟大哥谈

过恋爱，再接受二哥成为二哥女友

的女性，她就不太可能是心细如发、

心思较重的性格，尤其是同意跟二

哥同居，与昔日男友大哥同住一个

屋檐下，一个瞻前顾后的神经质女

性，恐怕做不到这一步，所以前期的

大胆跳脱与之后的期期艾艾从人物

逻辑上推不顺。最后，大家撕破脸，

两男爱一女，按理主动权该在女性

手中，但为了服务于黄子华这个主

角也是家庭话事人的角色，将处理

这段三角恋的主动权交到黄子华扮

演的大哥手中，这对Monica这个角

色是致命的伤害，让一个非常独特

前卫的现代女性一秒退行到家族竞

争中被安排、派发的物化的资源。

不说女性主义了，就从矛盾的产生

与解决的剧作原则，这种处理都说

不过去，是因为Monica从大哥的前

女友变成二哥的现女友并住进大屋

才引发其后的家庭内战，引发战争

的人最终推诿了问题，“我也不知道

爱谁了”，你定吧，我服从安排。

银幕上是挑起问题的Monica最

终逃避了问题，究其实质，是银幕后

的创作者虚晃一刀，逃避了“兄弟争

妻”引发的尖锐的女性道德难题，这

无疑是个聪明而巧取的方法，但在

我看来也不够勇敢不够自信，如果

Monica 这把神经刀足够强，她可以

不用躲，硬碰硬。乔治·库克的《休

假日》里还是凯瑟琳·赫本就凭一把

神经刀抢下了亲妹的未婚夫，还让

观众对她难以苛责，技高人胆大的

创作者就像盗仙草的白娘子，生死

线上游走，精彩险中求。

邓丽欣的外形肖似阿娇，五官

过于周正，轮廓精致凌厉，是偏凄清

的正旦青衣的长相，又没有张柏芝

那种自来疯，演神经刀没有自然优

势。片中给她设置的一些偏执与焦

虑症状近似郑秀文，但这种神经质

在这段三角恋里发挥不了什么神经

刀作用，我认为Monica这个角色的

神经刀模板用错了，可能另一把比

如杨千嬅那种大大咧咧、想哪打哪

的神经刀用在这里更合适。

白领“港女神经刀”，是香港喜

剧中最精彩也最难复制和移植的角

色之一，正旦兼挑彩旦，能疯起来，

发完疯后还能美回去，不讲道理，你

还觉得她们讨喜，惹你发笑，却不会

被你看低。她们是香港这座风云际

会中西融合的国际化都市淬炼滋养

出来的特品，身上凝聚了沪上江浙

女性的拎得清算得精，又混搭了岭

南女生能扛事的豁达与捱得住的硬

气，兼具国际范的专业与潇洒，有层

缤纷脆硬的壳，敲碎了，又睇得到里

面的流沙软心。

我最钟爱的港女神经刀是嘟嘟

郑裕玲，身材薄如刀片，角色风格也

跟刀片一样薄、狠、利，她是港女神

经刀里最精明历练的一个，算盘打

得噼啪响，还理直气壮，即使恋爱也

完全自知、自控，我老觉着《金锁记》

里的七巧活到现在便当如此，也就

是在80年代初最蒸蒸日上的香港，

这种锋利包裹在一团傻气蒸腾的喧

闹中，才显得不那么伤人。

郑秀文的神经刀是另一种，以

脆弱的神经质为刀，是被人伤害后

的一种病态应激反应的戏剧化呈

现，她的神经刀细腻，让人心疼。她

也是既郑裕玲之后白领职场感最好

的一把“港女神经刀”。虽然之后的

杨千嬅总被拿来跟郑秀文比较和竞

争，但其实杨千嬅的神经根本跟郑

秀文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郑秀文的

脱线在于展示她的脆弱，而杨千嬅

是用神经刀掩饰自己的脆弱。

此刀非彼刀，Monica 如果用的

不是郑秀文版的神经刀，而改用杨

千嬅版的神经刀，杨千嬅有种特质

——再尴尬的情形她一通乱拳打完

也能硬过，以不循常规的怪招，兄弟

争妻的僵局或许可破。

《还是觉得你最好》：闲话“港女神经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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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以

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一批运用商

业模式创作生产的主旋律电影，如

《长津湖》系列、“我和我的”系列、

《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攀登

者》、《中国机长》等，在电影市场上

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丰收，日趋成为中国电

影市场的主角。人们把这一类型的

电影称之为主旋律大片，又称新主

流大片，这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结

出的硕果。主旋律大片，是既弘扬

家国情怀、寄托时代精神、阐释主流

价值，又遵循市场规律、创新产业模

式、赢得商业成功的电影类型，是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观众口碑与票

房表现俱佳的电影作品，是我国电

影行业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成果和

典型性业态。新主流大片的产生，

依托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

大成就，具有多方面的深刻的时代

背景。

思想基础：主流思想持续巩固

壮大。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

根本性转变，马克思主义指导真理

性不断彰显、地位不断加强，主流思

想舆论持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广为弘扬，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得到更好满足，错误思潮得到有力

回击。主流思想持续巩固壮大反映

在电影领域就是，中国电影走出了

传统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二元对

立的创作评价范式，开创了主旋律

大片的新篇章。

市场条件：中国电影市场蓬勃

发展。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642.66

亿元，仅次于北美成为全球第二大

电影市场；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巨大冲击，中国电影票房仍

然实现了 204.17 亿元，一举超越北

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2021

年，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国电影总

票房 472.58 亿元，继续保持全球第

一，其中国产电影票房接近 400 亿，

占比达 84.4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

出，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发展促成

了主旋律大片的横空出世，没有如

此庞大的电影市场，高额投入、精良

制作的主旋律大片也不敢贸然试

水，正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和对电影产品的内在巨大需求，催

生了新主流大片的产生。没有深受

广大影迷喜爱的主旋律大片，不足

以抗衡欧美大片对我国电影产业的

冲击，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电影

市场的发展。正是在新主流大片的

助力加持之下，中国电影市场才成

为全球第一。

内在动因：中国电影创作生产

水平不断提升。传统主旋律影片，

相比较商业影片特别是以好莱坞大

片为代表的西方电影而言，运用市

场化手段提升电影创作生产水平的

能力不佳。从投入上，主要依靠政

府性资金，投入少、回报差，可持续

发展能力不足；从创作上，讲述故事

过于刻板，塑造人物不够鲜活，对观

众的吸引力不足；在制作上，运用现

代科技提升电影制作水平的自觉性

不高，制作不精良，观赏性不高。新

主流大片，正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

发展涅槃的标志性成果，它积极探

索出寄托家国情怀、尊重商业规律、

借助明星加持、挖掘市场资源、塑造

典型人物、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生

产模式，在思想性、艺术性、制作水

平、宣传发行上全方位突破，引领中

国电影创新发展。

从近年来新主流大片的创作发

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

基本特点：

一是立足宏大背景，寄托家国

情怀。这些影片一方面延续了我国

传统主旋律电影在历史、文化、教育

等方面的创作优势，聚焦的是民族

的集体情感，反映的是共同的家国

情怀；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传统主旋

律影片过于强调宣传教育和生硬说

教的创作范式，采取观众喜闻乐见

的故事呈现方式，将显而易见“主旋

律”变成隐而不显的“正能量”，寄托

家国情怀但不陷入生硬宣教。比如

今年国庆档主旋律大片《万里归

途》，以利比亚撤侨事件为蓝本，讲

述了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成郎深

入虎穴，成功营救125名中国同胞的

感人故事，巧妙地将“亲、诚、惠、容”

的外交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邦”

的外交方针融进剧情。再比如《攀

登者》，以真实的讲述、生活化的台

词和鲜活的表演来寄托为国攀登的

“大我”之情。

二是塑造典型人物，讲好鲜活

故事。塑造电影人物，特别是塑造

具有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和牺牲精

神的英雄人物，是电影的恒久主题

和制胜之道。英雄人物身上的英雄

气和崇高美正是主旋律大片吸引观

众的法宝。在《中国机长》、《烈火英

雄》、《攀登者》、《流浪地球》等众多

代表影片中，主要角色都被塑造成

英雄人物形象，他们或舍身救险、冲

锋在前，或无私奉献、视死如归，或

孤胆深入、力战群敌，或铁肩担道

义、苦苦支撑，表现出无私忘我、英

勇无畏、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崇高

之美和英雄气概，这些正是吸引观

众、打动观众、感染观众的关键之

所在。

三是尊重商业规律，追求“双

效”统一。尊重商业规律，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是新主流大片的鲜明特点。在演出

阵容上启用年轻的明星演员，电影

技术上充分运用特效特技，在拍摄

手法上追求宏大场面、视觉震撼，在

市场运营中注重宣传发行营销。特

别是注重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

求，比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武侠文

化和革命浪漫主义场景、《红海行

动》中的英雄女记者等，这些因素使

主旋律大片更加饱满更加出彩，也

使其更加具备市场吸引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建设文化强

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伟

大征程上，新主流大片这个中国电

影结出的硕果，不仅会持续引领中

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迈上新的高峰，

也必将走出国门，成为讲好中国故

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的靓丽文化名片，为不断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

出贡献。

（作者为陕西省委宣传部电影

处副处长）

随着相关政策规定的陆续出

台 ，行 业 管 理 的 愈 发 完 善 ，观 众

观影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生代演

员也在努力用作品说话，把他们

的银幕生命力倾注在作品中。

如国庆档票房冠军影片《万

里 归 途》有 王 俊 凯 参 演 ，今 年 截

至目前票房冠军影片《长津湖之

水 门 桥》和 春 节 档 热 门 影 片《奇

迹·笨 小 孩》有 易 烊 千 玺 参 与 主

演，暑期档“黑马”《人生大事》有

朱一龙主演……他们粉丝基础巨

大 ，参 演 电 影 更 是 自 带“ 观 影

团”。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

佳 山 分 析 明 星 制 的 变 化 ：“ 传 统

明星制度当中明星与受众之间的

垂直式结构……而在当代粉丝文

化 、粉 丝 经 济 的 框 架 下 ，明 星 与

受众之间曾经的垂直式结构演变

成平行式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演

员参演电影成为电影项目吸引年

轻观众，创造话题和热度的一种

制作策略，而对于新生代演员来

说，参演电影也是保持自身曝光

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生代演员用作品说话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影

视风向标》的主编胡建礼认为，演员

的生命力在于作品，新生代演员应该

多接好戏，塑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银幕形象。新生代演员也在积极投

身主旋律电影，《1921》中的黄轩、倪

妮、刘昊然、王仁君，《中国机长》中的

欧豪，《悬崖之上》中的刘浩存……他

们为影片注入了一股青春朝气。

科班出身的朱一龙出道多年，

一直在磨砺演技，从电视剧《芈月

传》开始被观众熟识，到电视剧《知

否》爆火，之后转战大银幕。去年他

主演的作品《峰爆》和今年年初的

《穿越寒冬拥抱你》均收获了不错的

票房和口碑，他的转型也受到专家

的认可，后者帮助他斩获了第17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不久后他

又凭借《叛逆者》中的“林楠笙”一角

获得第32届浙江电视牡丹奖。今年

暑期档的《人生大事》中他扮演主角

莫三妹，把人物身上的“痞子”气与

内在柔弱温暖的一面表现出来，赢

得各方喝彩，他的表演对影片的成

功有着很大的助力。他饰演的角色

性格、形象多样，可谓一人千面。

除了朱一龙，在《少年的你》中初

露峥嵘的易烊千玺也是一个转型成

功的案例，影片中他将少年小北忧郁

冷静的气质和勇敢果决的品质展现

出来，凭借影片中出色的表现，他收

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和

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的殊荣，之

后他主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奇

迹·笨小孩》都获得不错的反响，票房

均破10亿。《长津湖》系列中他饰演伍

万里，展现了一个不经事的少年成长

为“钢铁战士”的过程，令人印象深

刻。迄今为止，他出演的影片票房共

计144.16亿，超强的票房号召力与出

色演技让他在新生代演员序列中都

光彩夺目，作为一名童星出道的“00

后”，他的银幕性格中始终有着一股

不服输的倔强劲。

胡建礼对新生代演员的表现感

到欣喜，他认为，为了平衡影片中的

人物塑造与银幕外明星形象，新生

代演员敢于放下偶像包袱、为表演

做出牺牲，像《一出好戏》中饰演“马

小兴”的张艺兴，《我和我的父辈》中

饰演“乘风”的吴磊，他们的表演都

提升了演员银幕内外的魅力。

新生代搭上“老戏骨”

“老戏骨”搭配新生代演员的组

合成为新常态。许多新生代演员并

非科班出身，胡建礼认为，与“老戏

骨”搭档给新生代演员提供了宝贵

的学习机会。

作为今年银幕曝光度最高的两

位之一的王俊凯，他在《断·桥》中与

范伟对戏，在《万里归途》中与张译搭

档，均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在《万里归

途》中，导演饶晓志用《疯狂动物城》

中的“狐狸”和“兔子”来对应二者的

关系，他把王俊凯比作“兔子”，他与

“狐狸”张译彼此帮助，彼此救赎，他

很好地表现了外交官助理成朗，初出

茅庐时的莽撞和面临危险时的机智

勇敢。他主演的《749局》也在今年的

待映片单中。与老戏骨的搭档让他

们有机会近距离观摩与学习，磨砺出

优秀的演技回馈观众。

新生代演员的转型也意味着电

影重视内容，回归自身产品价值的

大势，这对于促进电影行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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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新生代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