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需要

“娱乐至死”的文化

如今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
代，或者也可以说，这个发达的
特点，就体现在文化娱乐资讯
的泛滥上。一些文化娱乐资讯
为了迎合公众对于八卦文化

“娱乐至死”的喜爱而衍生出种
种题材，比如我们在媒体上常
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 如
果一位名人生活突遭变故，关
于他的八卦新闻便会成为连续
炒作的题材，不挖“深”挖“透”、
不刨根问底誓不罢休。

前不久，一位男演员出现
“婚姻风波”，这立刻成了文娱
媒体、大众、流行文化消费的对
象。在众多娱乐媒体的轮番炒
作下，这位男演员的离婚案创
下 了 娱 乐 圈 几 个“ 史 上 第
一”——— 第一次娱乐版被明星
离婚事件长时间占据；第一次
明星离婚案尚未开审，同题材
影视作品已经开拍……而且，
不只是那些企图获利的不入流
的“网红”，看看最近的朋友圈，
还有那些门户网站、新媒体，谁
家不是在“蹭宝宝”刷流量？

无底线、无原则的消费主
义，是“娱乐至死”的一个重要
特征，这就是它的娱乐化、消费
化以及缺少原则性和责任感。
然而，在对待娱乐方面，我们却
正在形成一种流行的观念———
名人的八卦在娱乐时代富有号
召力、能吸引大众眼球，很容易
成为一个时期的新闻焦点。也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文化背景和
娱乐心理，如今，“娱乐至死”的
文化新闻便肆无忌惮地形成了
泛滥局面。

对于这种文化生活模式，
我们似乎已经欣然接受，把它
看成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传
播，精神的警觉性似乎已经丧
失，不再去质疑，不再说“不”，
我们已经没有了文化批评的精
神，甚至很多人认为，那些有关
明星的八卦文化不仅扩大了报
纸发行量，也娱乐了公众，丰富
了大众文化。于是，消费娱乐八
卦隐私，就成了一种生活的态
度，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名
人隐私被随意传播、成为谈资
表示深恶痛绝，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表达对充塞娱乐视听空间
的八卦新闻的不满，我们也该
认真反思一下我们对待“娱乐
至死”文化的态度了。

现在，我们对“娱乐至死”
文化的无休止的欲求，整个社
会传媒生态和社会文化的八卦
强迫症，固然是凸显了新闻法
律约束方面的空白，缺乏相应
的规则的制约，一部分媒体丧
失了社会责任感，娱乐底线和
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但从本
质上讲，我们对“娱乐至死”文
化的狂热和爱好，我们对“娱乐
至死”文化的消费，使我们在文
化上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浅薄，
观念意识变得越来越肤浅，精
神趣味变得越来越低俗，对娱
乐的渴求心理变得越来越病
态，我们正在失去社会的是非
情感、理性原则、精神追求和人
文信念……面对这样的文化现
实，我们难道不能更多地去选
择那些向真、向善、向美、向健
康、向尊严、向高贵的娱乐文化
吗？

【文化论坛】

□许民彤

喜欢到电影院看电影，
有两个原因，看电影之外，看
看观众；看电影的同时，看看
观众的反应。

《爵迹》看的是首日下午
场，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我
才发现，全场几乎都是中学
生和小学生。我硬是以一己
之力，把全场的平均年龄拉
高了几个月。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
去看《爵迹》，我们不是《爵
迹》的目标观众，吐槽、吹捧
都毫无意义。之前看《小时
代》系列，全场都是20岁左右
的年轻人。我们也不是《小时
代》的目标观众。

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郭
敬明是怎么把这些观众找出
来的？他又是怎么把那些他不
需要的观众筛选掉的？他释放
了哪些信息？他们又是怎样接
收到这些信息的？同样是他的
小说改编的电影，为什么观众
构成会有区别？小学生、中学
生和少女们，怎么知道这个电
影属于自己？他是怎么做到这
一点的？

题材是第一道双向选择
关。

《爵迹》是奇幻故事，《小
时代》是青少年情爱故事，释
放出这个信息，就筛选掉了一
半叔叔和爷爷们。成年人太知
道世界是怎样的了，看电影或
者阅读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寻
找靠近自己生活现实的。我喜
欢科幻小说，讨厌官场小说，
可如果一本世界顶级科幻小
说和一本内地三流官场小说
摆在一起，我大概会先翻一翻
官场小说，因为近、容易读。

少年人对世界的经验不
够，所以常常要用幻想来填
满，奇幻、玄幻正中他们下怀，
离生活越远越好，《爵迹》里的
奥汀大陆，正可以满足他们对
奇想世界的喜好。就算他们心
目中的现实世界，也是建立在
不现实的基础上。《小时代》里
的那场发布会，在稍有工作经
验的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
议。还有之前一部著名的职场
小说(不是郭敬明的)，主人公

真正的工作表现只有两次，一
次是展板设计，一次是办公室
装修，其他时候，都用“做表
格”、“写方案”一笔带过，这在
有工作经验的我看来，同样不
可思议。但青少年要的就是这
种一笔带过，因为他们没有经
历过工作场景，他们不会对真
存在但自己没有经验的事感
兴趣。

真人CG是第二道双向选
择关。

对《爵迹》的争议，还集中
在真人CG技术上。有人说不
够好，有人说让人不适，并且
以“恐怖谷”理论作为论据。所
谓“恐怖谷”理论，是日本机器
人科学家森政弘在1970年发

表的观点，他认为，仿人机器
人会使人产生一种其他机器
人所没有的、独特的不适感，
这种仿人效果越逼真，不适感
越强。“恐怖谷”理论也被用来
考量其他仿人作品，例如蜡像
和充气娃娃，还有真人CG电
影。但也有人喜欢这种仿人的
造物，尤其是在游戏中成长起
来的一代，对真人CG的效果
毫无抗拒，甚至会觉得亲切。

唯美诉求是第三道双向
选择关。

年轻人喜欢高纯度的东
西，包括高纯度的感官刺激和
高纯度的感情。做一部让年轻
人喜欢的戏，不管故事、人物、
特效、价值观、CP设定怎样，
首先得唯美，甚至，只需要唯
美，要有大面积的、高纯度的
颜色，华美的服装，毫无杂质
的场景，刚烈纯正的感情。

这不是这一代年轻人的
专利，我们年轻时，同样热爱

唯美，琼瑶就是这么崛起的，
我们念念不忘的，是《六个梦》
中铺天盖地的银杏叶、《梅花
三弄》里的西湖烟雨。只是，
成年以后，生活的不唯美，让
我们淡了对唯美的追求，转
而喜欢有杂质的事物。但新
一代的年轻人照旧在追逐唯
美，只是，他们心目中的唯
美，越来越少和自然景物挂
钩，而转向室内搭建的景物
以及电脑特效制造出来的
美，例如古风世界、奇幻世
界。唯美或者不唯美，成了最
严格的双向选择关，把有可
能去电影院破坏气氛的叔叔
和爷爷们筛选掉了。

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曾

经问：“什么时候电影可以不
讲究剧情、美学、表演、剪接、
摄影这些门槛，直接变成商品
植入广告总汇与时尚杂志内
页呢？”影评人长凤新隔空回
答：“在MV、时尚杂志、CG大
片、网游动漫伴随下成长的这
一代，偏偏对接受这样的作品
全无障碍。”

还有一道筛选关，是“郭
敬明”这个符号带来的。

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得是
一个综合体。我曾说：“泛阅读
泛文学的时代，创作者不但要
能写，还要深谙美术、影像、营
销的规律，具备时尚感觉，洞
悉社会心理，懂得塑造个人形
象，要能文能武、三头六臂，才
能应对新时代。创作不再是一
个偶然事件，还得捆绑创作者
在其他领域的努力，要结合你
发的微博、你认识的人、你签
售时穿的衣服、你旷日持久努
力经营的形象，一件作品是否
受到欢迎，是所有这些因素的
综合。”

郭敬明跨越了很多界限，
吸附了很多事物，把自己打造
成了一个综合体。属于他的那
些特质，例如强悍的性格、对
奢侈品的热爱，也成为一道双
向选择关，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筛选。

这是一场双向选择游戏。
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在找和被
找。林怀民说：“我知道艺术家
不只是为着那掌声与鲜花工
作，却不明白艺术不只是技
术、形式与结构。艺术工作原
来只是将心比心，是人情的往
来。”拍电影，也是一份人情往
来。那些潜在的观众，用了二
十年、三十年，读书、思考、看
电影，锤炼自己，打磨自己，这
都是一份人情，不把他们找出
来，是对这份人情的荒废。得
找，用电影本身的计算，用炒
作，用一切你喜欢和不喜欢的
方式。电影不是拍完就完了，

“找”，也是电影的一部分。不
要推给“不认”，也要反思自己
的“不找”。未必去学习郭敬
明，但应该学习这种寻找、筛
选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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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成了近年来流行
的词，只要有关人甚至动物
和植物的新闻报道和八卦，
这个词的出现率就会极高。
对年轻人来说，追求颜值似
乎成了他们的目标、理想或
噩梦、紧箍咒，由于自己没有
高颜值而心理受伤的青少年
越来越多，看到商机的整容
医院则遍地开花、大发其财。

我在德国的经验是，德
国人几乎不会评论成年人美
不美，对儿童也只喜欢用“可
爱”这个词，似乎“美”是他们
避免用的字。对成年人，他们
最喜欢说的是：他(或她)长得
特别有意思，瞧，那张脸太有
趣了；那张脸有光彩，总是很
生动。在德国时间长了，得出
的结论就是：所谓有意思的
脸肯定不太“五官端正”，而
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让人
觉得不同寻常。而有光彩的
脸则呈现出很多正能量，会
让他人受到感染。渐渐地，自
己也越来越觉得：“美”这个
字的意思有点模糊不清，太
一般，太没有特点了。我开始
明白，在崇尚健康的德国，培
养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才是最
主要的，而不是像上世纪50
年代那样要让女孩变成打扮
得漂漂亮亮的乖乖女，男孩
要成为循规蹈矩的好学生。
所以，大肆张扬某个孩子或
某张脸很美，会让人觉得有

点滑稽。
美没有什么统一标准，而

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因
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视
角。国内对“美”的向往和需求
似乎还停留在“土豪”的水平。
土豪店里琳琅满目的家具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钱人能
付得起的昂贵价格就成为

“美”的标准。实际上这样的家
具不仅不美，反而处处流露出
一种小家子气，上百万元的家

具无非是欧洲16世纪的缩影：
琐碎和没有品位。

国内现在流行的“颜值”
也几乎只有一个模式：大眼
睛、高鼻梁、嫩白的皮肤、魔鬼
身材。拥有这些资源的美女帅
哥占据了娱乐界的各个制高
点，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智力，
甚至没有演技，就能靠父母给
予的脸或人工塑造之脸，收到
居高不下的报酬。如果颜值高
的明星们能展示相应的演技，
岂不是十全十美？但似乎从编
剧到导演都没有兴趣发掘和
培养这些明星的表演潜能，于
是他们就真的完完全全沦为
工具，只能用极其肤浅的傻笑
和卖萌使一些观众沉浸其中。

最近看了美剧《清道夫》，
又一次引起我对“颜值”的联
想。这是一部描写父亲和4个
儿子的电视剧。父亲一直混迹
黑社会，给孩子们的心灵留下
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大儿子成
了所谓的“清道夫”，靠给有钱
有势之人摆平各种麻烦来维
持自己和兄弟们的生计。还有
两个儿子一起经营一家拳击
馆，因为小时候受到的创伤，
他们都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
活，但依然没有失去最后的希
望。总而言之，这几个男人都
在命运的漩涡中喘着粗气，艰
难地望着似乎没有出路的明
天。

刚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也

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些男主
角几乎都没有颜值，起码没有
我们推崇的那种颜值。但越往
后面看，越觉得这些多少有点
奇怪的脸变得无比生动，因为
他们脸上既流露了内心的恐
慌和坚硬的性格，也会出现让
人怜爱的表情。他们塑造的人
物性格和内心的起伏变化使
他们的表情变得生动和让人
难忘。从很大程度来看，正是
这些所谓颜值不高的演员使
这部重口味的电视剧充满了
可看性，因为演员塑造的人物
性格引人入胜，他们的外表不
仅不会成为空洞的符号，相反
会成为观众继续观剧的动力。

一味提倡颜值从根本上
来说是反自然的，因为自然
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外表存在
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决定一
部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肯定
也不是依靠演员的外表，而
是作品中处处存在的文化品
位，特别是演员身上流露出
来的文化气息、他们对内容
和人物性格的认识和体现。
现在似乎真应该看看我国上
世纪 3 0年代电影演员的表
演，他们本身的颜值当然不
低，然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
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他们
表现了角色的性格、内心的
情感，而这正是我们久违的
东西。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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