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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中国电影的复苏之

年，票房成绩第二的春节档刚刚结

束，众多春节档影片还在映期。2月

5 日，由翁子光执导的港片《风再起

时》在内地公映，引起了关注。

《风再起时》受到关注，不仅在于

其有梁朝伟、郭富城、许冠文、杜鹃等

众多明星，也在于其主角原型是 20

世纪60年代的香港四大华人探长之

二：吕乐与蓝钢（片中分别名为磊乐、

南江）。

四大探长代表的是20世纪英国

殖民统治下的一段香港历史。20世

纪60年代，香港警界贪腐成风，以总

华探长吕乐为代表的颜雄、韩森和蓝

刚等四大华人探长纵横黑白两道，明

里维护社会治安，背地里与黑帮相勾

结收取黑钱，甚至形成了范围遍及全

港，覆盖警界上下的贪腐机制，成为

黑帮保护伞，吕乐更有“五亿探长”之

称。至 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此一

局面才得以改观，四大探长也成为追

缉对象，纷纷避居海外。

以四大探长和相关黑帮人物故

事为主的影片形成了香港警匪片的

一个亚类型：枭雄片。20 世纪 90 年

代初，《跛豪》（1991）、《五亿探长雷洛

传》1、2（1991）、《四大探长》（1992）、

《蓝江传之反飞组风云》（1992）等片

的集中出现掀起了枭雄片的一个高

潮，到本世纪，王晶的《金钱帝国》

（2009）、《追龙》（2017）、《追虎擒龙》

（2021）等片又在新世纪延续了其生

命。

题材虽不算新，《风再起时》的表

现方式却与此前的影片不同。此前

的四大探长题材影片多以警匪关系

切入，讲述人物在与黑帮相互勾结及

斗争的过程中青云直上的过程，在打

打杀杀的江湖故事中塑造人物乱世

枭雄的形象，脱不了港式动作爽片的

商业路径。翁子光明显不满足于此，

生于1979年的他在回望这段不曾亲

身经历的历史时明显带有多重滤

镜。这些滤镜的加持给影片带来了

明显的风格化特点，也令其瑕瑜互

见，引起观众争议。

第一重是历史的滤镜。

翁子光虽未亲身经历 20 世纪

40-60年代的香港，但童年时他的嫲

嫲（奶奶）及其他长辈曾给他说过很

多那段时期的故事。这些故事形成

了他心目中的香港旧梦。在影片中，

他想讲述一些香港往事，让人们看到

更多的香港历史。

影片拓展了四大探长题材影片

所表现的历史范围。与此类影片多

以人物 60 年代的故事为主不同，影

片将时间线向前拓展到40年代沦陷

后的香港。在此阶段，两位主人公双

双经历了难以承受的人生之殇：磊乐

心爱的女孩小榆被日本人抓进慰安

所，长期折磨之下染上梅毒，无药医

治而死去；南江得到一个日本人的赏

识，对方视他如子，却逼着他亲手枪

杀自己的父亲。人物创伤代表的是

香港的历史创伤，以往港片中少有涉

及，影片以此拓宽了故事的格局，更

以黑白影像带来了历史的厚重感。

香港五六十年代贪腐的历史氛

围在片中也有细致表现。磊乐初当

警察时在集市巡逻，有白发苍苍的老

人向他交钱，他不收，对方以为嫌少，

害怕到让孙子当场跪下求他收，他只

能无奈地收下。此后他更因不肯收

黑钱而被警察群殴，都显示出当时社

会的混乱。

第二重是演员的滤镜。

作为双雄故事，影片主人公是磊

乐与南江。两大探长作为权倾一时、

纵横黑白两道的枭雄式人物，有光鲜

亮丽的 A 面就必然有不堪入目的 B

面。影片要将人物表现出深度，必然

要对 AB 两面都进行深入发掘。而

由于梁朝伟与郭富城两位主演的形

象魅力过于强大，导致导演将演员表

演视为“电影里最宝贵的东西”，“舍

不得主要演员每个发光的时刻，过于

沉醉”（导演自述）。影片在以精致影

像呈现两人弹钢琴、跳踢踏舞等完美

形象的同时并不忍对其进行破坏，对

B面只是轻轻带过。如对于磊乐，影

片反复强调性格直率单纯，而将不少

暗地里的行为放在了其妻子蔡真身

上。对于南江，影片则迷恋于以光影

雕琢梁朝伟的优雅成熟。如此处理

虽使人物保持了表面的完美，却使影

片真实性和人物深度大打折扣。

第三重是女性的滤镜。

既然不忍如普通枭雄片般对人

物江湖草莽的粗糙一面做深入发掘，

影片对双雄人物的表现便更多地偏

向了爱情与家庭方面，这意外地使片

中的女性形象得到了突出。最突出

的是杜鹃所饰演的蔡真。杜鹃此前

常在国产片中演绎初恋女友，往往只

是单薄的白月光似的美。《风》片中蔡

真则在多重对比中显示出其丰富性：

首先，显赫的出生与对磊乐的选择形

成对比，展现出爱情对于她的重要

性；其二，对磊乐的“单纯”的爱护与

她奔走于外的各类地下活动形成对

比，展现出其女“大佬”的属性；其三，

对磊乐出轨表面的宽容与实际暗下

毒手的对比，显示出其对自身家庭地

位的维护；其四，作为同时得到磊乐

与南江爱慕的女性，她又以对两者截

然不同的态度做出了自身的选择。

这一角色令杜鹃之美得到充分展现：

无论是聚光灯下的曼妙舞姿还是婚

礼角落的疲惫身影，她都美得令南江

（以及观众）沉迷与赞叹。

第四重是光影的滤镜。

无论是否喜欢，所有评论都注意

到了影片强烈的影像风格：喜欢静态

造型、光影精致，节奏缓慢，颇具王家

卫电影的腔调。这与春节档中引起

争议的影片《无名》颇为类似：由程耳

导演的《无名》虽然选取了能拍成“超

级商业片”的谍战题材和明星，却仍

然拍出了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文艺

片。引起《无名》争议的原因其实也

是《风再起时》引起争议的原因（两部

片甚至都选择了梁朝伟作为主演）：

虽以双雄故事为题材，却并非人们心

目中江湖气浓厚的枭雄片，而是一部

具有强烈影像风格的作者电影。影

评人出生的翁子光印象中“甜苦交集

的往日香港”是个“遥远而美丽的时

空”，而他借双雄故事所要建构的正

是这个遥远美丽的香港旧梦。因此，

影片在拓展历史时空的同时又放弃

了对人物深度的发掘，而偏重于以王

家卫式的精致影像雕琢各类人物的

优雅与魅力，成为导演口中的“赋香

港情怀的言情历史电影”。这为影片

带来了光影滤镜下历史与人物的魅

力，却也带来了内容与节奏的失重与

偏差。可谓成也滤镜，败也滤镜。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

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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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满江红》市场成功的四重逻辑

电影《满江红》堪称2023年春节档

最大赢家，同时也系当下影评焦点之

一。业内外对于张艺谋导演这部迄今

最成功的商业大片看法各异、褒贬不一

实属正常，“定于一尊”既不可能、亦无

必要。影评人更实事求是，力戒“捧杀”

与“棒杀”。就此而言，回到《满江红》电

影本身，解码其成功之逻辑及启示大有

裨益。

▶ 文化逻辑：

爱国主义主旋律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

召中华儿女”。中国影史票房前十

的影片中，《长津湖》、《战狼 2》、《流

浪地球》、《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

行动》等至少一半为爱国主义主旋

律电影，而随着电影《满江红》和《流

浪地球 2》票房飙升，这一占比将高

达七成。

岳飞是深受国人爱戴的民族英

雄，极易唤醒普通人“精忠报国”的

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情绪。《满江红

（·写怀）》是近千年来最为人熟知的

爱国词作，此词不仅能激励伟人“常

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

兴之志”，亦足以令匹夫油然而生爱

国情、报国志，其中蕴含的“精忠报

国”家国情怀更是赓续千年而历久

弥新，已成为融于国人血液、铭刻国

人灵魂的文化共识和文化基因。张

艺谋极其高明地选择岳飞《满江红》

这一不可多得的文化 IP。他不仅将

“精忠报国”刻在男主张大背上，更

是精心设计了由奸相“秦桧”（实为

替身）领诵、将士复诵《满江红》这一

仪式感十足的宏大场面，极其巧妙

地建构起“精忠报国”的集体记忆，

热腾腾地点燃观影热情，艺术化地

激荡共情共鸣，十分自然地将家国

情怀铭刻观众内心、实现爱国主义

精神传承。以致许多观众看完影片

后自发而起吟诵《满江红》，有力彰

显了国人对电影《满江红》“精忠报

国”家国情怀的高度认同。

用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的

主旋律抓住观众的“心”，这便是商

业大片《满江红》成功的文化逻辑。

▶ 情感逻辑：

小人物“舍身取义”

无论中外影史，小人物题材的片

子必然深受“小老百姓”喜欢，身处

绝境的小人物们“舍身取义”的事迹

能释放出强大的感染力。小人物身

上 的 悲 欢 离 合 、奋 斗 挣 扎 、拼 命 拼

搏，更能引发芸芸众生的共鸣共情。

《满江红》中的正面形象，如“效

用兵”张大、车夫刘喜、舞姬瑶琴等，

基本都是小人物。影片的重心便是

这几个极不起眼的社会底层人物的

故 事 。 这 些 注 定 在 历 史 上 渺 如 微

尘、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绝不只有人

生 的 苟 且 ，而 是 眼 中 有 光 、心 中 有

爱、胸怀大义。这束光，来自民族大

英雄岳飞，它使得小混混张大实现

人生蜕变，以惊人的胆略舍身设局、

慷慨赴义；使得舞姬瑶琴等巾帼不

让须眉、大义舍命；使得看似杀人如

麻、凶悍隐忍的孙均冒巨险留下“精

忠报国”刺字、留下了大义，并最终

选择为岳元帅之英名、为大宋之黎

民舍命一搏。张大痛斥：“你们这些

大人物啊，打的全是小算盘。”反观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小人物，作出的

却是精忠报国、向死而生的大抉择，

尽显性格张力和人性深度。须知，

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

历史的‘剧作者’”。更何况，家国大

义，“比生死还重要”，匹夫有责，不

分男女，何论大小！相信观影者看

到张大嗔怪妻子瑶琴“自作主张”、

“自投罗网”及至抱着瑶琴痛哭流涕

地“骂”着他那勇担大义的“臭婆娘”

时，饶是铁血硬汉，也会泪目。再如

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樱桃”，既是解

码悬疑的线索，又何尝不是一条寄

寓着感人至深的亲情、友情、爱情、

家国情的纽带呢？！

用小人物演绎大精彩，让观众不

由自主地为影片中小人物所触动、

感动、泪目、震撼、净化，以此抓住观

众的“泪点”及“笑点”（虽则不多），

这便是《满江红》成功的情感逻辑。

▶ 审美逻辑：

注入“美的价值”

电影是用来“看”的。《满江红》

“好看”、“耐看”一方面在于其形式上

“新意盎然”。该片不止在影像造型

和色彩运用上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张艺谋将所有的戏份都浓缩在

一处古风建筑群中，同时“化”用了传

统艺术“走马灯”的理念，让各式人物

角色在回廊中游走穿行，并辅以听觉

上的大胆创新：配乐方面采用改编后

的传统豫剧，并融合摇滚、电音，片中

人物快速行进时的急促锣鼓点、转场

时的豫剧快速流水板唱段使得影片

具有强烈的“中国风”，加之摇滚、电

音的运用，使得配乐极其魔性，带给

观众“倍儿爽”的观影体验。同时，在

表现形式方面，张艺谋采用了非常新

颖的手法，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使

得电影本身像自带“悬疑+搞笑”的

“剧本杀”一样，以类似寻找凶手、揭

开谜底的方式，用极好的语言节奏、

表演节奏、情节节奏等将故事的内核

很好地展现出来，带给观众观影过程

中强烈的沉浸感、走出电影院后爽爽

的释放感以及较强的“二刷”欲和分

享欲。

另一方面，《满江红》“好看”、“耐

看”还在于其别具匠心的内容构设。

编剧陈宇运用其“叙事美学”，在故事

和剧本方面下足了功夫，恰切运用

“三一律”，使影片的叙事完整清晰、

逻辑严谨、精密精妙、环环相扣、承接

自如。张艺谋没有将《满江红》拍成

一出悲壮正剧，而是利用“悬疑+喜

剧”和总体自然的反转，并用极其浪

漫、极具个性的背诵、复诵《满江红》

而揭晓“谜底”，并用一句“有些事，比

生死还重要”最终将主题从悬疑升维

至“家国情怀”。此外，影片将时间安

排在岳飞逝世后四年，自始至终也没

有让岳飞及完颜宗弼（“金兀术”）这

样的重要政治人物出场，对于敏感的

民族矛盾未加凸显，处理得既含蓄又

高明。

不言而喻，《满江红》遵循形式与

内容相谐的审美逻辑，并注入“美的

价值”，故而能成功吸引观众并带来

丰富的审美体验。

▶ 市场逻辑：

“流量”密码＋商业运作

张艺谋在接受央视总台记者采访

时坦言，《满江红》是他第一次用有沈

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等

大咖云集、堪称奢华的演员队伍。且不

说其中有演技过人的“戏骨”沈腾、张

译、雷佳音，更重要的是相伴而来的巨

大“流量”。掌握了“流量”密码，商业大

片《满江红》就有流量“卡司”做票房

保证。

该片由11家公司主出品，9家公司

联合出品，由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可以说，背后的资本力量极其强大。《满

江红》的重要投资方是由董平、宁浩、徐

峥等于2015年联合创办的欢喜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其董事局主席董平资本运

作能力很强。此外，其宣传营销方有猫

眼微影、问北文化、先声互动、四四得八

等4家公司联手，造势、宣传方面不乏

可圈可点之处。

总之，电影《满江红》本身富有感染

力并能传递正能量，凭借其四重逻辑及

其密码成功抓住大量观众的心，在商业

上已获巨大成功，至少能带给中国电影

人如下珍贵启示：一是把爱国主义作为

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二是抓住了历史文

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三是应时而变，

守正创新。

当然，实事求是地看，《满江红》在

艺术上尚有提升空间。虽瑕不掩瑜，但

亦足以提醒中国电影人：电影作品不是

普通商品，绝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

代艺术标准。不止于此，对待历史，要

心存敬畏；对待经典，要须怀敬意；对待

英雄，要心怀崇敬；对待受众，要真心实

意。一言以蔽之，以“传世之心”，铸“传

世之作”。

■文/王小鲁

再看《秦颂》

你还记得《秦颂》么？这是 1996

年上映的影片，到现在已经快 27 年

了。年前偶然重看了一遍，感觉这个

片子很值得继续探讨。有关这部影

片的讨论在当时发生的很少。就是

说，它并未充分地进入公共话语领域

接受批判，对它的接受过程我认为是

相对粗糙的。

——我这里说的批判，并不必然

取“否定”的意思，与审视这个词更契

合。说这部影片没有更深入的进入

公共话语领域，还有一个原因，90年

代电影业相对萧条，虽然以电影为内

容的文化研究几乎是在90年代发展

起来的。但当时绝无今天电影文化

的舆论气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

也不是说一点讨论都没有——

放映后不久，就有两篇今天可以轻易

找到的比较重要的评论文章，包括王

得后先生的《<秦颂>的历史包装》

（1996 年 12 月）和王志敏先生的《谈

对<秦颂>的评价问题》（1997 年 5

月）。主要批评《秦颂》杜撰太多，而

且很多情节太离奇。

高渐离在《史记》和《战国策》里

都是篇幅很小、特别次要的人物，与

嬴政的关系根本没那么密切，现在被

当作主角。而且将嬴政放到了燕国

作人质，就是为了让他和高渐离塑造

为从小亲密的朋友。其实嬴政是在

赵国做人质，而且影片中的栎阳公主

是完全杜撰的。

影片让栎阳公主爱上高渐离，高

被嬴政强行带到秦国，做国歌“秦

颂”。高为求死强暴了栎阳公主，竟

然神奇地治好了栎阳公主的腿疾，她

可以行走了。关键是，栎阳公主已经

被嬴政作为人质，安排为大将军王贲

的未婚妻，当王家质问此事，嬴政说，

这是你王家赚了便宜，高渐离只是一

味药，治好了你家未来成员的病。

今天看这些情节，的确过于离

奇。对于古人的状貌情态，今人也的

确难以描摹，但读历史，稀奇的事特

多，是否接受这个情节的编造，端的

看解读者此刻所在社会的伦理氛围，

甚至主要看此刻解读者个人所处的

伦理气氛。

这片的编剧是“第五代”常用的

芦苇，导演自己也深度介入。嬴政为

高渐离辩护的情节，我们其实也似曾

相识。还记得《红高粱》中“我爷爷”

一泡尿打造了好酒十八里红的段子

吗？这里面似包含了第五代的某种

思想趣味。而“我爷爷”和嬴政的扮

演者很巧合，都是姜文。似乎导演总

喜欢将姜文看作某种元气饱满的符

号，有时候类似于古希腊的“酒神”。

两位学者的焦点集中在这部影

片面对历史素材的态度上。但我觉

得，在以何等意识评价嬴政并进行叙

事这个问题上，更应该投入精力，因

为这是比较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

当时的讨论其实没有对焦这个核心

问题。

很多年后，当笔者重新观看这部

影片，说实话，这部影片在这个核心

问题上，还是很不好评价，有很多含

混的地方。后来笔者与周晓文导演

进行了一番访谈，获得了诸多启发。

当出现一个研究者和文本解读

者去求教于文本制造者的时候，这里

面有些让人觉得难为情的地方，似乎

也有点伦理上的小麻烦。这是影片

编码做了太多不清晰的处理？还是

作为阐释者、释义者的能力不足够？

或者，导演给予的答案，是否还是

初衷？

无论如何，还是受益匪浅。有一

些问题还是可以辨明的。比如导演

面对历史的态度，他说到当时和芦苇

一起阅读了大量史料，觉得在所谓

“真实史料”基础上编剧，特别困难。

当导演在《秦始皇本纪》里读到多处

“嬴政曰”，又读到《项羽本纪》楚人火

烧秦宫室致片瓦不存的时候，他忽然

醒悟了，既然记载历史的竹简和木椟

也都烧没了，“嬴政曰”就是杜撰。根

本不存在信史。于是就对芦苇说放

开手脚来编。

可见周晓文的历史观颇有后现

代历史主义的色彩，也有可能受了尼

采史观的影响。从八十年代过来的

人，不免受此影响。他们都强调历史

客体的永远缺席，所有的历史都是文

本，如此等等。当年的艺术家在这个

方面的确比今天激进和先锋，释放了

更多的主体性。

当然我这里不是评价这种历史

态度的好与坏，只是描述了一个可能

存在的渊源。现在只有少量篇幅来

描述更为核心的问题了。电影中，高

渐离对于嬴政的很多做法不认同，尤

其是他伤害六国百姓的做法，他让嬴

政不要滥杀无辜，遵从天道。

嬴政则循循善诱，告诉他扫六合

的必要性，今日各国征战不已，百姓

痛苦，今天我们虽然也杀人，但等天

下归一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些

问题了。他的意思是他才是真正的

天道执行者。高渐离的心最终没有

被嬴政征服，还以琴砸向嬴政。栎阳

公主也不服从父亲的命令，咬舌

自尽。

笔者求教于周晓文导演，这个

《秦颂》究竟是歌颂嬴政，还是仅仅是

以秦国国歌作为名字。导演认为主

要是秦国国歌的意思，但若说“颂

秦”，秦的所指要范围大的多，几乎是

秦的一切，因为扫六合之后，秦就是

华夏。他颂的对象包括保持个人独

立性的高渐离、栎阳公主等等。

这是导演给出的主题，我们仅作

参考，因为周晓文先生也说，他不愿

意总结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依赖

于文本细读。此处没有篇幅展开笔

者的细读，直接说我的观察结论吧。

经过细读，我发现了影片中复杂的认

同。影片的情节和姜文的扮演，都会

让观众对于嬴政这个人物，赋予了过

多的认同。所以说本片是90年代以

来一定程度上认同强权的开始，有点

简单粗暴，但也约略正确。

另外，《秦颂》是“第五代”商业大

片的滥觞，是先驱和开拓者，它还为

这种古装大片开拓出了诸多叙事范

式。包括对于权谋斗争的描绘，《满

江红》以及之前的《夜宴》、《满城尽带

黄金甲》等也是延续了这样文化

脉络。

这些“第五代”大片多是弱人文

主义的，对于人道缺乏信心。不是说

他们不呼吁和赞成人道，但当他们碰

到天道，就过于迟疑了。这其中并无

悬念，但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呢？与周

导的对谈，收获还是很多，而再看《秦

颂》，也给予了我很多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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