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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正成功的合拍片什么才是真正成功的合拍片
□本报记者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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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谭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
作论坛上，奥利弗·斯通、阿方索·卡隆、让·雷诺
等中外知名电影导演、制片人集体“会诊”中国的
合拍片，就如何使中外的合作更为“合拍”进行了
较之以往更深入、更热烈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大，越
来越多的国外影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从而迅
速涌现出一批各种形式的合拍片，这股风潮也似
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就目前来看，这些已经上映
的合拍片中却少有特别成功之作，对此，曾两度
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美国导演奥利弗·斯
通直言不讳地说：“简单把中国的元素加入电影
中，在中国取景或找中国演员来演，这并不是一
个真正的合作，这种合作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国
市场的考虑，虽然钱很重要，没有钱什么事都做
不了，但真正的合作不能只盯着钱，而需要更深
度的文化的融合”。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对奥利弗·斯通的
这番观点表示赞同。去年，由他导演的《地心引
力》在中国取得了 4 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有评
论认为是电影中加入的中国元素吸引了中国观
众，对此阿方索·卡隆谈到：“《地心引力》的中国
元素，比如‘天宫一号’、神舟飞船都是作为整个
故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做的，是影片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因为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拥有国际
空间站。因此，这个中国元素的存在是符合实际
情况的，并不是生硬的添加，将其融入电影中不
仅可以吸引观众，也能让他们相信这个情节的真
实性。”阿方索·卡隆强调创作之初一定要考虑
合作的合理性，不能只为合作或为利益而生硬地
加入一些元素。

对于选择什么题材、什么故事来做合拍是国
外导演最感兴趣的话题。谈到这点，奥利弗· 斯
通打开了话匣子：“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
会的真实面貌等都非常感兴趣，曾 3 次来到中
国，希望拍我认为有意义的影片，但由于种种原
因，最终都失败了，我所选择的题材和角度总不
被接受，这让我很困惑。”对于奥利弗· 斯通的

“遭遇”，阿方索·卡隆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
为，合拍不是简单的事情，各国之间文化不同、语
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一
定要在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才可以完成完美的
作品。他个人习惯运用的是融合模式，在合拍前
一定会大量阅读该国书籍，以便更理解其历史文
化和现实社会，在找到合适的故事后，再将个人
视角融入其中。他希望能与中国做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合拍片，既有中国元素，同时也能作为国际

电影推向世界。
法国明星让·雷诺也不赞成合拍片只强调场

面、技巧，而忽视故事的重要性，“一部电影的伟
大甚至可以让你相信一个谎言。创作电影剧本
时，就要把一个人的梦想变成大多数人的梦想，
让人们忘记演员是谁，而去相信一个故事，我想
这就是伟大电影的定义。让观众在银幕上为一个
梦想而感动，是不是合拍并不重要。”

俄罗斯导演季莫尔·贝克曼贝托夫认为，合
拍片是不该有障碍的，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所以，
尽管大家肤色、语言不同，但依然能拍出好看的
合拍片。

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万达文华产业
集团副总裁叶宁认为，合拍电影只有在内容上体
现中外文化层面的深度沟通乃至融合，才能抓住
观众的兴趣点，赢得市场。叶宁说，目前中国电影

市场已经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大多数电影观众是
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人，中外合作的电影
作品需要充分考虑这种新变化。“中国的年轻人
有很多欲望和需求，电影对他们非常重要。中
外电影合作作品若想获得成功，需要更多关注
年轻群体的真实生活，作品要触动年轻人的心
灵”。

几位国外导演同时也谈到了对中国影人的
一些建议。奥利弗·斯通非常热爱中国上世纪
70年代的功夫电影，他说从中能看到传统、淳
朴、真实的中国，而现在的很多合拍片虽然拍
得非常漂亮，但却失去了最初中国原有的魅力，
丧失了真实性，他认为有些东西一旦丢失就很难
找回，这是中国影人需要反思的问题。他建议中
国电影首先树立起自己的风格和模式，先要充分
地了解自己，才能去与世界对话。

阿方索·卡隆表示，中国已经在世界电影产
业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中国电影必须
创建起自己的模型架构，这个模型是能够与其他
模型相互映射、相互配合的，并且非常具有竞争
力，是可以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他说，“中国电
影有一个很好的本土市场，这个市场非常健康巨
大，可以利用本土市场作为进入世界电影市场的
坚实基础，不能仅仅是复制和抄袭其他的模型，
在别人的故事中加入中国元素，而是要把真正的
中国内容、特色加入其中”。

季莫尔·贝克曼贝托夫也支持阿方索·卡隆
的观点，他认为现在中国合拍片的问题是中国影
人不想做自己，而想做别人，“中国影人总想做点
美国影人做的事情或者欧洲影人做的事情，我觉
得这是有问题的”。

据悉，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国际展商数
量首次超过国内展商，合拍片的中美组合不再是
惟一形式，中国电影的“朋友圈”范围正在扩大，
除美国外，法国、新西兰、泰国等国家的影人纷纷
向中国电影“求合作”。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与派拉蒙影业达成
了首次合作，将于年内拍摄 3D 奇幻动作片《马
可·波罗》。中法合作成为今年影展的一大热点。
让·雷诺将与中国的基美影业合作，并有望与范
冰冰一起主演一部中国电影。此外，基美影业还
将与吕克·贝松合作《勇士之门》。刚刚拍完《狼图
腾》的让·雅克·阿诺也计划再与中影合作一部电
影。中泰合作的惊悚悬疑电影《按摩师》、中国与
新西兰合拍的探奇电影《灵树》也已启动，《按摩
师》将全程在泰国拍摄，《灵树》将于今年 6 月在
新西兰正式开机。

1991 年初夏的美丽夜晚。中央戏剧学院黑匣
子，一个迷人的小戏，三个角色在相互悠悠絮语。
哈罗德·品特的短剧《沉默》正在排演。男主角优雅
稚弱，轻声吟咏：“我和我的姑娘一起走着，她穿着
一条灰裤子一双灰鞋，她穿的衣服是特地为我而
选的……”树干的枝桠在宝蓝的夜空中刻出剪影，
室内溢满空灵莹澈的静谧，正在楼上排演自己非
凡的毕业之作《等待戈多》的孟京辉也带着他的团
队前来光顾……幽暗迷幻的小剧场中，一灯如豆，
映出一个个青春的面庞。

2014年 2月 15日，第 64届柏林电影节落幕之
际，当年年轻的男主角、至今仍不广为人知的刁亦
男导演的《白日焰火》近乎出人意料地问鼎最佳影
片“金熊奖”，后来与这个演剧群体关系至密的该
片男主角廖凡获得最佳男主角“银熊奖”，成为柏
林电影节的首位华人影帝。20余载的时光奔啸逝
去，无论当年戏中的男主角还是今日片中的男主
角，看上去都已明显染上了风霜。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央戏剧学院曾出现过一
个值得记取的“实验演出季”，来自在校不同专业
的十几个狂热戏剧梦想者将自创的校园先锋戏剧
作品汇集一时，使之串构成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青
年“戏剧狂欢节”，《沉默》即诞生于此。这些实验作
品虽受困于环境与财力的制约，却诗情烂漫，品质珍异，以迥别于
当时主流演剧模式的大胆、炽烈令观者为之一震，而其动人之处
尤在于：作为校园实验，它们在艺术表现上毫不显青涩粗陋，而情
思中却涌动着流转多变的时代和青春的迷惘。

狂欢结束，筵席散去。接踵而来的一波高过一波的物质主义
罡风吹散了曾经飘浮在校园上空的戏剧乌托邦，一度在节假日都
拥满学生自创剧目排演小组的校园日渐空旷寂寥，声色消歇。以
这些戏剧梦想者为中心的青年实验戏剧群体，其后流散四方，各
自为营，一些人不得不顺时应势，将精力与才情转投于影像世界，
逐渐加入到“第六代”独立电影人的行列中。

20余年后返身回顾，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当时声称将选择戏
剧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艺术青年，曾经骄傲自信地写就了中国
当代戏剧中最鲜活新异的一页，他们也以个性化的青春存在方式
开创了中国古所未有的前卫青年的独特品类，他们是同代青年中
的另类，又以健康、独立、纯粹而别具美感和意趣，成为这另类中
的异数——他们是崇尚献身和苦干的虔诚艺术信徒，他们独钟现
代派至爱荒诞派，多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品特当时已是他们
的宠儿，他们把“拿来”的品特演绎得精妙幽微，几为任何后来者
所不能及；他们以青春的热力和莽撞向僵化的戏剧体制和陈旧的
演剧理念发起挑战，他们刻意求新求变，追求别出心裁、推向极致
的风格化，非同寻常的设计感，深挖现场演出中蕴藏的强大冲击
力、瞬间爆发力。刁亦男与廖凡都曾是先锋戏剧的实验者，实验戏
剧的急先锋——刁亦男以策划、编剧、演员的不同身份介入过多
部实验戏剧的创作演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廖凡虽是后来
者，却凭借精准细腻、冷毅酷烈的极致化风格迅速成为凸显实验
戏剧精神的杰出表演典范。

实验小剧场的那一豆灯火——被青春的创造热望点燃的理
想主义微烛，虽然也时常在夜风与寒潮中颤抖闪烁，但或许它从
不曾真正熄灭，它始终闪亮在一些理想坚守者的灵魂深处，永恒
引领着他们前行和上升。“对于实验探索的选择，就是对我们自身
命运的选择”。“坚持是一种习惯，我们为这种行为自豪。许多东西
都是可以改变的，而我们却不能改变初衷”（孟京辉《实验戏剧和
我们的选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开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刁亦男《保尔·柯察金》）。
今朝的柏林，光荣属于源自先锋、恪守边缘、坚执理想的艺术

寻梦者，这是非常值得骄傲和欣慰的一个事件，也是甲午初春降临
的一种美好谕示——胜利者不是惯常思维中一夜暴发的明星大
腕，不是时下流行理念中传奇的成功人士，而是从中国现实土壤中
破土而出的“实验”艺术家；当这些昨日“先锋”逐渐告别了玄奥绮
丽的现代派呓语，将创作的触角深深扎入到足下宽广的大地的时
候，空中梦幻的焰火终于映亮了白日现实的景观；他们从一个卓越
不凡的民间青年创造群体中走出，那席超前而优渥的艺术温床哺
育滋养了他们，成全造就了他们，他们的影像中仍常常烙刻着这一
群体共有的精神原色与品质印痕：一景一别都力避落俗，一帧一画
都耻于平庸——挣脱窠臼的努力无所不在。在刁亦男和廖凡今天
看似一鸣惊人的表象下，实则隐藏着一代人、一个创造群体所必历
经的一条典型的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成长之途。

从一灯如豆到焰火漫天，是个奇迹吗？——这是鲍勃·迪伦
沙哑的歌声：“一个男人要经历多少旅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道/才能在沙滩上安睡？……一
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真正看见蓝天？/我的朋友，答案在风
中飘。”

自今年 2 月 16 日在柏林电影节摘得金熊奖和银熊奖以来，
《白日焰火》几乎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媒体上出现频次最高的
一部国产电影。截至4月15日，上映20多天，该片的票房已经达
到了1.03亿元。作为一部投资不足2000万元且偏重于艺术片口
味的中小成本电影，能够得到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学术界以及观
众的共同认可，取得叫好又叫座的双重效应，其中蕴含着诸多艺
术规律、市场规律和创作经验值得总结。日前，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电影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电影

《白日焰火》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业内专家认为，多元化的市场、产
业格局下，中国电影不仅要有票房，还要有更高的品质；不仅仅要
有产业，也希望中国的电影院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与会专家认为，作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白日焰火》的上映
对中国电影有一种转折性、方向性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小成本以
及偏个人化的艺术电影意义尤为明显。过去我们的很多所谓文
艺片创作大都表现为极度的自恋、晦涩，拒绝观众，把个人的表达
凌驾于观众的接受之上，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市场之外，市场也
不接纳它。而该片创造了中国电影艺术片和商业类型片有效结
合的一种新形态，讲了一个好故事，赋予了较好的影像气质，协调

了艺术和商业的矛盾关系，改善了内地观众对欧洲国际电影节大
奖影片的观影印象，使得他们对艺术电影的接受度、容忍度、期待
值一下子变得更高、更大了。有专家表示，该片的成功一方面会
让一些导演调整自己的创作思维、艺术策略，在深入思考人生、人
性的基础上，更大层面地与观众达成一个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
也会促使更多差异化电影的出现，拓展中国电影在未来的表现空
间，引导我们的观众从非理性、粉丝消费层面走向对艺术品质的
追求，进而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而后一点尤为重要。
从《白日焰火》的观众群看，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主动尝试消费商
业娱乐片之外的电影产品了。对此，不少与会者认为，中国电影
需要培养更多关注电影艺术本体的观众群，他们不是高高在上
的，而是更多地为着艺术和审美上的需求欣赏电影。这样的观众
群正在出现，《白日焰火》恰恰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
个观众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

与会者认为，该片也在电影创作艺术规律、本真方面为我们
带来了不少思考，比如对剧本的精心打磨、投资方对青年导演的
信心等。它不仅为剧本在电影创作全过程的核心地位和价值进
行了正名，而且让我们从青年导演身上看到了艺术的坚守精神。

（徐 健）

去年河南卫视先后推出了
《汉字英雄》《成语英雄》两档原创
文化节目，让早已疲惫于各种纷
繁喧嚣的选秀与歌唱类节目的观
众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清新之
风 ，也 因 此 成 为 一 时 热 议 的 话
题。2014 年，这两档节目的第二
季继续热播，在荧屏上呈现出两
档“英雄”的文化接力。日前，由
中国视协、河南电视台、河南影视
家协会主办的“字词河南·底蕴中
国——《汉字英雄》《成语英雄》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
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节目，在给
予节目高度评价的同时，为两档

“英雄”走得更远献计支招。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汉字英

雄》《成语英雄》两档节目独辟蹊
径的文化表达方式，认为该节目
引领了文化传承的风气，促进了
我国原创电视节目的发展，使传
统文化节目的面貌焕然一新，并

对当下电视荧屏起到了良好示范
作用。

专家们认为，节目自开播以
来之所以得到观众的欢迎，一方
面是因为向人们提供了其需要的
精神文化享受，引起了观众的共
鸣；另一方面，节目的趣味性和平
民性打通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之间的隔阂，符合大众口味。节
目对荧屏上过重的娱乐风气具有
一定的净化作用，它告诉观众电
视节目的选手不靠外貌、身段、修
饰同样可以得到观众的喜爱，也
同样是英雄。

虽然这两档节目集合了河南
电视台优秀的团队和丰富的社会
资源，进行了大胆尝试，播出之初
也产生了良好的收视效果，然而
在一片叫好声中，如今收视率却
一路下滑，给该栏目主创们造成
了极大的困惑，并表示出对该节
目收视率的担忧。

对此，专家们表示，电视文化
栏目应是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的作品，而非产品和商品。不
希望两档“英雄”这样的文化节目
因为收视率而娱乐化、庸俗化，收
视需要抓，但不能不择手段。众
所周知，电视剧是卫视的收视基
础，想提高收视率要从电视剧入
手，而打品牌则要从节目入手。
如一部《舌尖上的中国 2》就吸引
了广告招商两个亿。一个节目的
影响力可以转化成创收能力。专
家们对节目本身也提出了一些建
议：竞技类节目选手的选择要经
过一定的筛选、测试，选择有代表
性且多样化的人。评委一定要有
权威性，知识渊博、丰富，口才还
要好。主持人幽默感要强，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节目内容应该
大众化，不要太浅显或太深奥，在
大众理解的基础上略微提高。

（任晶晶）

《汉字英雄》《成语英雄》研讨会举行

文化类节目不能以收视论英雄

由北京金逸盛典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曹盾
执导，黄海波、张静初、郭品超等主演的当代都市励志情
感电视剧《一场爱情》4月16日在京开机。无婚外情、无
家庭暴力、无婆媳吵闹，只有一场义无反顾、痛彻心扉又
真挚感人的爱情。《一场爱情》将打造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情故事。张静初饰演的“80后”北京女孩梁缘是一个外
表强韧、内心脆弱的城市“贫二代”，家境造就了她敏感、
要强的个性。凭着自己的努力，她成功考取金融系博士，
同时有了“高富帅”男朋友李思汉。然而，看似学业爱情
双丰收的梁缘却又在邂逅了由黄海波饰演的北京男孩江
海之后有了新的改变。为了躲避前女友而跑到柬埔寨的
江海对梁缘一见钟情。两人在追求真爱的旅途中，历经
生活的诱惑、坎坷与磨练，勇敢直面生与死的考验，上演
了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孙 文）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和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联合推出第四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增设的“华
语电影新焦点”单元。电影频道电
影产业综合大数据指数——M指
数（Movie Index）随之首次亮相。
主办单位表示，电影大数据 M 指
数（Movie Index）发布旨在发现并
聚焦过去一年内在市场综合效益
上表现出色的青年电影人及其作
品，为华语影坛提供一个更加全面
客观的综合性市场评价指标。在4
月19日举办的“华语电影新焦点”
发布推介盛典上，依据2013—2014

年度国产电影的 M 指数排名，重
磅推出了5位华语电影“新焦点人
物”，赵薇获得焦点导演，非行获
得焦点编剧，江志强获得焦点制片
人，郑恺、江疏影分别获得焦点男
演员和焦点女演员。发布现场同时
向公众推介了即将在未来一年内
上映的“新焦点”新片，分别是《分
手大师》《钟馗伏魔》《失孤》。

“新焦点”单元执行委员会通
过与艺恩咨询等国内权威数据服
务机构合作，并根据对电影产业
大数据的 M 指数排名，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上映的华语电

影中筛选出年度焦点电影人物，
包括焦点导演、焦点编剧、焦点制
片人、焦点男演员和焦点女演员。
这些年度焦点电影人物必须满足
新焦点单元的评选标准，其中导
演、编剧、男女演员都必须是45周
岁以下、国内院线电影作品数量
在3部及以下的新生代电影人（编
剧应为独立原创剧本），制片人则
必须是敢于启用这样的新生代电
影人、对助力其成长有突出贡献
的制片人。

发布推介盛典已于 4月 22日
晚在电影频道全程播出。（影 频）

电影频道打造大数据品牌
神秘M指数揭开市场峥嵘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新焦点”单元发布

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阿方索·卡隆、奥利弗·斯通等中外知名
导演、制片人探讨——

专家研讨电影《白日焰火》的成功经验

创造了艺术片与商业类型片结合的新形态

从一灯如豆到焰火漫天
□朔 石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
影市场特约活动——影院创新经
营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随着经
济的发展，如今的电影院已经从上
千消费者同看一部电影的单厅大
影院，经过可以多种选择观看的多
厅电影院演变，发展至如今的综合
性多厅影院，已经逐步进化成一个
多元、开放的平台体系，不再是一
个独立的、空寂的个体，而是与外
部商业相融合而产生的完整商业

体。现在的消费者在等待观看电影
的同时，游览周边商铺，从而带动
周边产业，使得影城成为一个以

“家庭”为核心的文化消费场所。
如何使得电影院能够创新经

营、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是此次研
讨会的主题，而“云客厅”理念的
首次提出成为研讨会上最大的亮
点。“云客厅”具有开放性，即影院
以家庭为核心的场所消费，拉动
线上云服务，以资本为驱动的一

种创新经营模式。此模式的创新
之处便在于将影院传统的单座贡
献率向以平效为核心，即以每平
米面积所贡献的效益为核心的经
营模式转变。在经济发达的今天，
电影院经营方面在遇到机会的同
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与会者认
为，“云客厅”理念的提出为影院
未来的经营方向临摹出了较好的
前景。同时，对于电影文化、消费
的投资趋势也相对乐观。（亚 子）

电影院经营模式创新“云客厅”理念成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