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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电影票房总数
总算超过了2015年创造的
440亿票房纪录，而年初的
600亿设想彻底成为泡影。

现在流行评选年度关键
词，如果给电影业选择一个
关键词的话，那么“尴尬”会
是一个合适的候选。2016年有
关电影的一切，很多都令人
感到尴尬，感到坐立不安，感
到一种撕裂。作为一个备受
关注的产业，电影业的浮躁
与功利，多少都让它如一面
镜子，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情
绪与人心。

2016年有关电影的最大
话题仍然是票房。暑期档的
票房不佳，让很多人嗅到了
国产片大势不妙的气息；国
庆档持续疲软，则彻底验证
了年度电影业发展的真实状
况。一时间，关于中国电影进
入拐点、由过快发展变成平
稳落地、被彻底打出原形等
声音频出，也有管理部门的
官员试图给出国产电影创作
依然乐观的观点，然而这种
观点在国产片溃败的口碑、
颓废的创作走势面前，显得

有心无力。
对票房的迷恋在2016年

开始冷场，取而代之的是国
产片的比烂游戏。看过这一
年的电影，会发现“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已成国产电影的
一道奇观。单就眼下的贺岁
档来看，《长城》刚刚被舆论
飓风袭击，将要成为年度烂
片代表的时候，《摆渡人》迅
速成为后起之秀，给予对电
影充满期望的观众以最后一
锤重击。在进入年度票房
TOP15的作品中，逃不过烂
片评价的有《大话西游3》、

《爵迹》、《叶问3》、《从你的全
世界路过》、《澳门风云3》、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
书》、《长城》、《摆渡人》等，很
难想象，是这些电影占领了
高票房电影的半壁江山。剩
余的高票房电影中，除了少
数几部如《美人鱼》、《湄公河
行动》之外，也多属于基本合
格之作，有着基本卖相，并无
太大亮点，也不具备进入影
史的素质。

评选十佳电影，成为2016
年的一桩难事，但评选十差，

候选电影却如过江之鲫，《谁
的青春不迷茫》、《致青春：原
来你也在这里》、《极限挑战
之皇家宝藏》、《大唐玄奘》、

《梦想合伙人》、《封神传奇》、
《王牌逗王牌》、《惊天破》、
《陆垚知马俐》……和进入票
房TOP15的电影相比，这些电
影更接近于国产片的创作真
相：要么靠所谓大IP把观众骗
进影院，要么搞一个莫名其
妙的噱头、找一堆明星对付
出一个无聊的故事，它们的
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趁
着市场之热进场抢钱。

高票房电影在质量上的
全面溃败，让观众产生了一
种逆反心理。在对烂片的批
评毫不留情的同时，2016年有
一个悄然扩散的舆论转向，
即对小成本、文艺片报以厚
爱。《长江图》、《路边野餐》、

《塔洛》、《冬》、《我不是王毛》
等获得了超过本身价值的高
评价。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
对纯粹艺术片的支持，成为
反抗烂片的一种姿态，也意
味着商业与艺术的结合尝试
在2016年是失败的，起码今年
没有出现类似《白日焰火》、

《烈日灼心》这样把商业和艺
术结合得很好的作品。

在2016年的话题电影当
中，也有真正值得关注的话
题之作，比如《驴得水》、《我
不是潘金莲》、《罗曼蒂克消
亡史》。前两部受欢迎是因为
在它们那里看到一个好故事
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国产片
难得一见的批判意识，《罗曼
蒂克消亡史》则体现出了更
为罕见的一种个性表达和品
质追求。只是，这样的电影，
在今年并没有起到引领作

用，可悲地成为了陪衬品。
市场增速放缓，创作持

续滑坡，电影概念混乱，评价
体系溃败，缺乏担当者挺身
而出，这就是国产片在2016
年的大概状况，不由得人不
悲观。有观点认为市场变冷
是好事，会帮助国产片触底
反弹，但在电影业整体上有
反思、无行动的背景下，仍然
看不到有改善的迹象。从各
大制片公司公布的片单计划
来看，未来几年国产片仍然
会被烂片包围。

在乱局中寻找希望，在
挫败感中寻找安慰，只有依
赖少数仍存有电影良心的从
业者以及在创作暗夜中默默
探索的新生代们给我们制造
一点惊喜，并渴望这点惊喜
能成燎原之火，重新成为电
影创作的主潮流。

□韩浩月

2016，国产电影的尴尬一年

“新世相”继发起丢书大
战之后，又做了一桩吸引眼球
的事——— 发布新书《青春版红
楼梦》出版的消息。“新世相”
这样介绍：“这么多年来繁复
的学术研究、解读，让《红楼
梦》越来越像一本‘古籍’，凝
重得让人看着就害怕，不敢轻
易阅读。”那么多人的青春里

都有《红楼梦》，《红楼梦》却不
再陪伴人们的青春了，这太可
惜，因此，“新世相”联合果麦
文化推出《青春版红楼梦》，用
了3年时间采访专家，以著名
的“脂砚斋”批注本为基础，吸
纳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多个版
本逐字对比，更正了许多讹
误，包括7处“批注误入正文”

这种持续了200多年的错误；
保留了“回前诗”等经常被删
除的元素。而如此这般的努力
是希望“《红楼梦》重新变成很
多人在地铁、床头、浴缸里阅
读的东西，变成现代城市里的
流行品”。《青春版红楼梦》可
被看做“2 2 5年来最优质版
本”……

《青春版红楼梦》刚刚面
世，在豆瓣网上，读者便不约
而同纷纷给出“一星”(最差
评)。有人说：“对不起，《红楼
梦》不需要伪流行，它是一本
可以自己挑选读者的好书。”
有人说：“你们成功地将传世
经典改成了流行小说。我没
有别的愿望，但求这本破玩
意儿的作者不要署曹雪芹的
名字。”还有人说：“《红楼梦》

可以自己挑选读者，而不是
被读者挑选，本就是一本不
会流行的书，又何苦如此改
变模样让它流行？”

多年来被读者公认的
《红楼梦》权威出版社——— 人
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的编辑
认为：《青春版红楼梦》号称
是“225年来最优质版本”，这
是可笑的，人文社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尝试进行《红楼
梦》的整理和加标点，后由中
国艺术研究院冯其庸先生领
衔整理、校订，启功、俞平伯
等资深学者都曾参与过。由
冯其庸担任主编的新校注本

《红楼梦》于1982年出版，此
后在不断重印过程中，人文
社还不断进行修订，但即便
如此，也从未敢宣称是“225

年来最优质版本”，“我们对
经典始终心存敬畏。”“据说
该书出版请了专业团队整
理、修订了很多错误，就请公
布一下专家团队的名单，并
公布修订的错误在哪里，如
果不敢公布，说明只是欺骗
读者的夸大和不实之语。”

评论家、读者和网友质
疑《青春版红楼梦》改编者和
出版者的文学态度、创造能
力，并不难理解。《红楼梦》是
伟大的经典作品，其思想和
艺术的高峰，后人已难以攀
登、逾越，如果幻想把经典消
费化地变成流行小说，甚至
为了商业推广不惜用夸大和
不实之语，这样带有明显的
功利浮躁色彩的对经典的解
读，岂能获得成功？

《青春版红楼梦》
为何招致“一星”差评
□许民彤

《塔洛》是精英文化对底
层的想象性叙事文本。

《塔洛》是藏族导演万玛
才旦的第5部电影，改编自他
的同名小说《塔洛》。一个位
于大陆腹地的藏族牧民，和
人类社会发生的关系如同青
藏高原的氧气一样稀薄。他
无父无母、没有家庭、记不清
自己的年龄，每日的生活便
是在野外牧羊，日夜不停。每
当他被人称呼“塔洛”的时候
他就想要发笑，因为这个名
字太正式，他所打交道的几
个人都称呼他“小辫子”，因
为他留着一根小辫子。即便
如此，社会变化也在他身上
刻下印痕，他能用汉语熟练
背诵毛泽东的《张思德》，“轻

于鸿毛、重于泰山”几乎成了
他的信仰。现在，被那个时代
定型的人，有了一个和当下
世界发生交集的机会。因为
办理身份证，他到县城的照
相馆去照相，因为头发脏，又
被照相的人赶去对面的理发
馆洗头。在这里他自以为遇
到了一场爱情。为了这场爱
情，他的生活发生改变，他在
野外感到了原始的思念，他
开始学习女孩想要听的拉伊
(情歌)，他偷偷卖掉了所有的
羊拿到了十六万，他想要和
十六万以及姑娘一起去他在
照相馆布景里见识到的外面
的世界(拉萨、北京、美国纽
约城)。当然，他和世界的这
个交集或者叫“交道”、要么

叫“交易”以失败告终。十六
万和姑娘不翼而飞，他也无
法再回归自己以往的生活，
身份证没有拿到，“小辫子”
也被“阉割”，一次自我身份
的验证彻底沦入虚无。

我用冗长的语言描述这
个电影，就如同电影用冗长
的语言来描述塔洛这个人
物。我在描述的过程中，清晰
地感受到了和阅读当代严肃
小说完全相同的感受。人物
被精心刻画，他所有的行动
都已经预先被指向了一个作
者设计好的意义指向。“身份
证”“小辫子”“烈酒”“鞭炮”

“藏语rap”等，是过分明亮地
走向这个意义指向的路标。
导演同时是一个被严肃小说
界所认可的作家，他所拍的
电影，也带有浓厚的中国当
代严肃小说严肃而呆板的趣
味。

《塔洛》的电影语言是高
度教科书化的，很多镜头都
可以直接用于教学。场面调
度方面，使用固定拍摄的长
镜头，镜头内部有复杂的场
面调度；构图方面，对“县城”

和“野外”有着完全对立的设
计。“县城”使用长焦镜头，使
得空间逼仄拥挤，而塔洛总
是处于画面的极侧面、极下
方，一个不舒服、非常规的位
置。当塔洛和理发女杨措独
处的时候，场景中常设置镜
子，比如两人分别位于两个
不同的镜框中，又分别位于
画面左右两侧，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塔洛和杨措关系的虚
幻和不真实性。而在野外则
常用大远景，塔洛总是自由
自在地位于画面的焦点上，
舒适自然。“野外”和“县城”
在审美上的对立体现了一个
相对自然的空间和一个被外
来世界所侵染、变得分裂而
模糊的空间的对立；色彩上，
使用黑白摄影，滤去了西藏
五彩缤纷的强烈色彩，用以
凸显塔洛这个人物以及表现
他内心“鸿毛”和“泰山”二元
对立的非黑即白的价值观；
声音方面则有一种过度的写
实，在“县城”的空间里放入
大量收集好的声音素材，偶
尔加强某种声音来烘托环
境、氛围和人物心理。当塔洛

第二次和杨措相会，急切地
想要将认真学好的拉伊唱给
她听，而杨措却只想听恶俗
聒噪的藏族rap，反复地拒绝
他的恳求的时候，他默默地
在心里把拉伊唱出来——— 非
常含蓄，不仔细听的话，不能
从一片噪音中将那因为环境
苦寒而格外强烈甚至颤抖的
藏族情歌分辨出来。

当然，教科书里的陈述
往往是精确而缺乏趣味的，
一部能被明确解析的电影总
是让人怅然若失。导演自陈，
影片的结尾——— 身份验证和
爱情体验都归于失败的塔
洛，最终用自戕的方式来寻
找解脱痛苦的出口——— 想了
许久才确定，在拍摄大部队
快要撤光的时候才顺利拍出
了结尾。我想说的是，这是一
部中规中矩、很严肃的艺术
电影，具备一般艺术电影所
具有的所有特点。虽然称得
上出色，但这部电影却缺少
了一股自然的生气和天分，
以至于让它像一个五官、皮
肤、身材处处无可挑剔却毫
不动人的人。

□火锅

《塔洛》：

一次冗长的身份验证

【文化论坛】

【观影笔记】

【所谓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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