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超豪

汤姆·克鲁斯：有一种坚持让时光不老
他用脚踝骨折和106次高空跳伞换来《碟中谍6》好口碑

上映12天， 票房近10亿元， 刷新 《碟

中谍》 系列在中国内地的票房纪录———在

电影市场一向疲软的9月 “后暑期档 ” ，

“阿汤哥” 汤姆·克鲁斯携最新力作 《碟中

谍6? 回归银幕 ， 硬是走出了一根逆市

“长阳线”。

从1到6， “碟中谍” 这一闻名全球的

超级大IP跨越的不止22年光阴， 更是日新

月异的电影市场格局和大众审美品位。 尽

管能否超越前作荣登系列巅峰尚存争议，

但从维护经典口碑的角度 ， 《碟中谍6?

无疑给国内外众多烂尾的大IP上了生动的

一课。

以血肉之躯探索动作片极限

1996年， 一张装着间谍名单的光碟拉

开了一部电影的帷幕， 也开启了CIA特工

伊森·亨特的光辉时代。 那一年，34岁的汤

姆·克鲁斯风华正茂，《碟中谍?系列横空出

世。如今22年过去了，好莱坞特工类电影层

出不穷，但《碟中谍?系列已有登顶之势。究

其原因，是该系列将其“核心竞争力”———

汤姆·克鲁斯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 论视觉效果和科技含量，《碟中

谍?比不上《007?系列；论剧情编排和心理

博弈 ，它也难望 《谍影重重 ?项背 ，但只有

它拥有一个“玩命”把电影拍好的阿汤哥，

而这一点，无法不让人动容。 有影迷在看

完 《碟中谍6?后感叹 ，这部电影最神奇之

处， 是许多情节会让人以为是 “替身+绿

幕+特效”， 实际却都是汤姆·克鲁斯上阵

实拍。

影片开端，亨特从运输机上一跃而下的

HALO跳伞，俗称“高跳低开”。 这是一项特种

部队专用的战术，危险性极大。为了几分钟的

电影镜头， 汤姆·克鲁斯训练了整整一年，拍

摄时一共跳了106次，最终成为影史上第一个

完成HALO跳伞的演员。 在追击反派的桥段

中，“空人飞人”的镜头也令人瞠目，汤姆·克

鲁斯从一栋楼顶“飞跃”到另一栋楼，结果在

第四次拍摄时脚踝骨折，剧组因此停拍两个

月。 影片中，那一瘸一拐、咬牙前进的亨特并

不只是在“演戏”，而是肉体凡胎的人类受伤

后最真实的表现。

《碟中谍?走过的这些年，电影特技突

飞猛进， 观众的审美口味也被炫目大片养

刁。 但56岁的汤姆·克鲁斯反其道而行之，

以演员的血肉之躯， 探索动作片的人类极

限。有影评人甚至认为，衡量每部《碟中谍?

电影的水准，几乎已经由阿汤哥“蹦极”的

高度来决定。从早年的密室威亚秀，到攀岩

秀、 钢丝秀、 跳楼秀， 再到本片里的跳伞

秀———这分拼搏和诚意观众们感受到了，

也认可了。

如何点燃观众对下一部的期待

有人将《碟中谍?系列比喻成一篇“命题

作文”，故事最后，亨特总会以神乎其技的方

式拯救世界。 新作尽管剧情再落俗套，但片

子从头至尾始终让观众紧绷神经；反转虽然

好猜 ，但节奏马不停蹄 ，不会给人故弄玄虚

之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电影学者

汤惟杰表示：“两天连刷两遍，该心跳的地方

第二遍照跳不误。 情节虽是老的地方多，但

精准有效，这是该片厉害的地方。 ”

和所有系列电影一样， 观众对于下一部

的期待既是《碟中谍?的动力，也是压力。 《碟

中谍6?扎实地将这个IP中几乎所有精髓巧妙

融入其中。有观众坦言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了第

一部的影子———人物身份不断翻转、故事情节

跌宕起伏。影视剧编剧“悉尼卡通”则认为本作

像第四部和第五部的合集———前半段连场花

活甩奇观， 后半段致敬经典间谍片和黑色电

影。 “难得面面俱到，可以算很良心了。 ”

不过，对千篇一律的剧情感到审美疲劳

的人也不在少数 。 电影研究者王昕就认为

《碟中谍6?“看着热闹，但一个月后可能就难

以回忆起什么了。 世界又一次从无解的危机

中被‘最后一秒钟营救’，最戏剧的两难困境

也要服从于阿汤哥的主角光环。 ”再过四年

就要步入花甲的“阿汤哥”，如何点燃观众对

下一部的期待，确是不小的难题。

今人谈论苏轼画作，

其意义已经远超画作本身

苏轼《木石图》将现身香港秋拍，拍卖估价超4亿元港币，
引发关注和热议，有学者认为———

号称是北宋文坛泰斗苏轼的水墨纸本

手卷 《木石图?， 将亮相 11 月举槌的香港

佳士得 2018 年秋拍， 拍卖估价超过 4 亿

元港币。 这件从日本征集而来、 流传至今

的极其罕见的苏轼画作， 不仅被认为是迄

今 “最接近苏轼画作真迹”， 还留有同代

大书法家米芾的题跋。 消息传出， 引发了

艺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

苏轼的诗词人们吟诵至今， 苏轼的书

法无愧于 “宋四家” 的名号， 那么苏轼的

画作究竟价值几何？

《木石图 ? 的画心其实只有寥寥数

笔， 描绘了一株枯木屹立在形状怪异的石

头旁， 似乎既无美感上的惊艳， 也体现不

出过多技术难度。 苏轼的画是不是文而优

则画？ 在中国美术史博士、 著名艺术家汤

哲明看来 ， 今天人们在谈论苏轼的画作

时， 谈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画作本身。

苏轼的画作被视为文人画的先声， 借 《木

石图? 溯源文人画的创作方式与审美趣味

才值得深味。

能否填补苏轼传世画作真
迹空白，《木石图》值得期待

苏轼的画迹， 大多只见书载， 很少见

真容。 至少在部分学者看来， 眼下似乎还

没有一幅苏轼传世画迹真正令人信服。 但

学者们也认为， 苏轼这幅 《木石图? 确实

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 《木石图? 重出江湖之前， 现藏于

中国美术馆的 《潇湘竹石图? 是业内人士

眼中最接近苏轼传世绘画真迹的一幅。 这

幅作品出自知名报人、 学者、 收藏家邓拓

的捐赠， 是邓拓在上世纪 60年代初从白坚

夫手中购藏的。 白坚夫曾为军阀吴佩孚的

秘书长， 北洋政府时期他从北京的古玩店

里买走了苏轼的 《木石图? 和 《潇湘竹石

图?， 这也正是史书有过记载的两幅苏轼作

品。 日后由于生活拮据， 《木石图? 被白

坚夫卖到了日本， 收藏于阿部房次郎爽赖

馆。 而 《潇湘竹石图? 却因不被鉴定大家

徐邦达看真， 很久没能找到下家。 一个偶

然的机会， 经圈内朋友牵线， 邓拓与 《潇

湘竹石图? 有了邂逅。

“隽逸之气扑人。 画面上一片土坡，

两块怪石， 几丛疏竹， 左右烟水云山， 涉

无涯际 ， 恰似湘江与潇水相合 ， 遥接洞

庭 ， 景色苍茫 ， 令人心旷神怡 。 徘徊凝

视， 不忍离去。” 邓拓这样写下展开 《潇

湘竹石图 ? 全图时对这幅作品的第一印

象。 他曾坦言当时其实不能鉴别它是否为

苏轼真迹， 却坚信这幅画是珍品。 最终，

邓拓与白坚夫约定， 《潇湘竹石图? 的成

交价为 5000 元 ， 其中 2000 元为现金 ，

3000 元为邓拓忍痛从个人收藏中挑出 24

幅珍贵画作折价而得。

买下 《潇湘竹石图? 后， 邓拓把自己

的书斋起名为 “苏画庐”， 也开启了对这幅

作品的仔细研究。 他广邀友朋到家中鉴赏、

品评。 因为 《潇湘竹石图? 是绢本， 邓拓

一方面从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织品的样标，

用放大镜观察、 分析历代丝织的经纬特点，

一方面大量观察苏轼不同年代的书法作品、

金石印鉴， 琢磨苏轼用笔特点。 历时半年

多的研究之后， 邓拓撰写了 《苏东坡潇湘

竹石图画卷题跋? 一文， 发表在 1962年第

6期 《人民画报? 上， 介绍 《潇湘竹石图?

上 26家珍贵题跋， 也介绍苏轼画作的艺术

风格。 其中， 画石用飞白笔法， 画竹用楷

书及行书撇、 捺、 竖、 横等笔法而稍加变

化， 都是邓拓眼中苏轼绘画所呈现出的艺

术创造性。 1964年， 邓拓将包括这幅 《潇

湘竹石图? 在内的 144件古画整理裱褙好，

捐赠给了国家， 而 《潇湘竹石图? 无疑是

他个人收藏中最珍贵的作品。

而这幅流落日本的《木石图?以往几乎

没人见过，似乎只存在于传说中。 《木石图?

的珂罗版影印资料倒是持续出现在研究学

者对苏轼传世作品的介绍中。此次香港佳士

得从日本征集到流传已久的《木石图?，又引

起学界对于这幅画的真伪的热烈探讨。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艺术史在读博士研究生夏小

双告诉记者：“时隔近千年，《木石图?是不是

苏轼的真迹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也无从可

考了。 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恐怕找不到更好

的‘苏轼画’来替代它。 ”这也令人不禁想到

去年 11月于纽约拍场拍卖成交的约合人民币

30 亿元的达·芬奇油画《救世主?，这幅难得一

见的作品同样不乏争议， 但人们依旧为它疯

狂———只因太多专家声称，今天市场上找不到

比这更好的 “达·芬奇作品” 了。

苏轼写意画中的瘦硬， 体现
着文人画的价值

苏轼的画作缘何如此值得关注？ 已故美

国艺术史大家高居翰在早年的成名之作 《图

说中国绘画史?中已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

审视苏轼的画作， 应该首先审视苏轼和他的

几位朋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 “朋友圈” ———

他们在致力于官务、 古籍研习、 诗文写作的

同时， 一有空闲便会画画， 写一些有关绘画

的文字， 建立起此后被称为 “文人画” 的宗

派 。 而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正是苏轼 。 其

中 ， 这类画作秉承的绘画理论格外值得关

注， 即绘画与书法、 诗歌一样， 是用以寄情

寓兴的 。 作品的品质反映着画家本人的品

质， 表现内容来自画家的心灵。

国际著名艺术史家卜寿珊更是在 《心

画： 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一书中， 将苏轼及

其黄庭坚 、 米芾 、 文同等友人视为文人艺

术的鼻祖 ， 认为他们引领了中国绘画此后

长达 500 年的风潮 。 在她看来 ， 文人画不

是指某种特定的艺术风格 ， 而是与职业画

师画作相对的一个概念 。 它们不仅仅指兼

为文人的画家所作的画 ， 更是指文人们为

“适意” 而作的画， 是创作者个人书斋中情

致的体现。

为何竹子、 石头甚至枯树最常出现在苏

轼的画作中？ 他这类以枯木怪石为主题的写

意画中的瘦硬， 正是为人盛赞的东西。 一方

面 ， 枯木怪石的奇妙组合富含精神性的意

义， 让人不禁联想起苏轼仕途坎坷、 生活流

离的人生经历， 感受到作画者胸中壮志未酬

等情绪； 另一方面， 这类画的内涵呈现大量

依赖水墨 、 毛笔和纸本的特性 。 画中干 、

湿、 浓、 淡等变化， 充分反映了苏轼书法的

笔意， 展示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 画面形象

反倒退居次要地位。 而这些， 也正是苏轼文

人画的价值所在。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时尚态度

《纽约邮报》与知名潮牌合作，在头版刊登广告，原本定价 1

美元的报纸遭到疯抢，价格被炒至 40 美元。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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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红底白字商标， 这次不是印

在明星街拍的衣物上， 也不是出现在弄

潮儿们的时尚单品中， 而是占据了报纸

的头版。 上月某日发行的《纽约邮报?头

版刊发的并不是当天的重要新闻， 却见

知名潮牌的经典标识赫然占据了版面正

中央。 这份“合作款报纸”延续了品牌联

名一贯的火热效应， 遭到粉丝和黄牛的

疯抢，原本定价1美元的报纸价格被炒至

40美元。

联合其他品牌推出商品一直是这款

潮牌的拿手好戏。 小到马克笔、保温杯，

大到自行车、行李箱，合作对象从休闲品

牌延伸到一线大牌， 不变的是每每推出

总能够引发高度关注， 限量联名商品也

是供不应求。 此次潮牌为其秋季新款的

开售造势，选择在《纽约邮报?刊登巨幅

广告。《纽约邮报?首席执行官杰西·安吉

洛坦陈：“这次大胆的尝试让我们尝到了

走红的滋味。 ”

早期华裔设计师亚历山大·王与快

消品牌合作联名推出服饰， 爱马仕前任

创意总监克里斯多夫·莱梅尔为优衣库

开设联名系列， 联名款的出现为大众消

费者提供了以亲民价格买到高档设计的

机会。如今，品牌之间的跨界联名早已愈

发多元。近日，某极限运动品牌就与梵高

美术馆合作， 选取了画家的部分作品印

在了鞋子、服装和配饰上，不仅丰富了品

牌的设计， 也让艺术的匠心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

只是，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联名产品

中，有多少真正做到了1+1＞2？ “我从未

如此渴望购买一份报纸。”网友的留言让

人不得不感叹品牌强大的号召力。 一份

报纸印有logo就能卖到脱销， 也难怪一

件带着商标的联名白色T恤卖出5000多

元人民币， 某羽绒服品牌印上了潮牌字

母价格瞬间上涨三倍，不乏有人调侃道；

“要想发家致富，印上一个logo就行。 ”

在这种狂热的追捧下，品牌也难免恃

宠而骄，推出一系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产

品。 榔头、打火机、灭火器，甚至一块红色

砖头，只要印上了商标，似乎就成了人人

争先购买的潮流单品。这也不禁让人产生

疑问，戴着“时髦”的护身符，其中又有多

少时尚的成分？ 追逐流行本无可厚非，但

若一味随品牌而动、随风潮而行，反倒会

被流行“绑架”。

感受舒伯特“爱与痛的诗篇”

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冬之旅》

上周末献演上海大剧院

由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制作的 《冬之旅?， 于上周末在上

海大剧院落幕。 这部由舒伯特同名声乐套曲改编的男高音与小

管弦乐团版本， 用体量庞大的艺术歌曲徐徐展开 “爱与痛的诗

篇”。 男高音歌唱家伊恩·博斯特里奇携手指挥蒂姆·默里和上

海歌剧院交响乐团， 共同演出了这部作品。

“我来时是孤单一人。 我走时， 还是孑然一身。” 这是德

国诗人威廉·穆勒于 19 世纪 20 年代创作 《冬之旅? 24 首诗作

中的经典诗句。 穆勒在诗作中塑造了一位冬夜的旅人在一片肃

杀与寒冷中， 勇敢踏上寻找光明与温暖的旅程。 随后舒伯特受

此感染， 将其改编为声乐套曲， 成为德国艺术歌曲历史上里程

碑式的作品。 这部套曲原为男高音和钢琴而作， 德国作曲家汉

斯·赞德将其大胆改编成男高音与小编制管弦乐团版本。 对于

这个改编版本， 英国媒体都给予四、 五星的推荐， 称其为 “一

次对舒伯特天才的致敬， 幽暗神秘而扣人心弦”。

身为此次作品的唯一演唱者， 博斯特里奇早在青少年时

期， 便接触到了德国艺术歌曲。 他通过醇美的嗓音和精雕细琢

的演唱技巧， 把这种具有浓郁文学气息和深邃思想内涵的音乐

样式演绎得富有变化和戏剧性。 也正因如此， 他被视为 21 世

纪德奥艺术歌曲的 “代言人 ”。 在他看来 ， 和舒伯特早年的

《美丽的磨坊女? 那样明媚的作品不同， 《冬之旅? 的故事有

关 “爱与失落”， 具有更深刻的主题内涵。 迄今为止， 他演绎

《冬之旅? 已有 30 年的时间， 而且越了解越演唱， 越觉得其内

涵丰富。 他说： “连续唱五个晚上， 仍能从中感受到不同。”

不过， 博斯特里奇并非科班出身。 在成为一名歌唱家之

前， 他是一位历史学博士。 基于他的学术背景和 30 年的演唱

经历， 他提笔写了一本有关 《冬之旅? 的研究专著。 在上海音

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看来， 这本书有着特殊的体例与视角， 同

样以 24 个章节呼应 《冬之旅? 的结构， 呈现出一种文化联想

的丰富性。 博斯特里奇表示： “我想要把作品诞生当时的社会

背景呈现给当代读者， 探寻这部作品与当下人的关联， 最终也

把我自己的人生体验表达在作品中， 传递给听众。”

此次演出的舞台以黑白影像营造萧瑟冬景， 斜面舞台及多

面投影等手法呈现苍茫大地的旅程， 更凸显主人公的寂寥与悲

伤。 多媒体投影还将博斯特里奇以往的演出片段融于其中， 如

同一面 “暗镜”， 令当下与过往相互映照。

《木石图》画心，高 26.3 厘米、长 50 厘米，画连题跋高 26.3 厘米、长 185.5 厘米。 画作裱成手卷，其后有题跋四首，全卷连裱共

高 27.2 厘米、长 543 厘米。画心为水墨纸本，描绘一株枯木，庄严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后人形容其犹有鱼龙起伏之势。两宋时，

这幅作品便有与苏轼同代书画家米芾的题跋，又有宋高宗赵构“绍兴内府”的印，以及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宋以后，元末诗文家

俞希鲁曾题跋。 鉴藏印显示，至明代，此画曾为朱元璋养子沐英家族、藏书家李廷相所藏。 （均资料照片）

56 岁的汤姆·克鲁斯至今仍以演员的血

肉之躯，探索动作片的人类极限，这分拼搏和

诚意获得了观众认可。 图为《碟中谍 6》剧照。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中国美术馆藏《潇
湘竹石图》画心，是《木石

图》 重出江湖之前业内人

士眼中最接近苏轼传世绘

画真迹的一幅。 《潇湘竹石

图》出自知名报人、学者、

收藏家邓拓的捐赠， 是邓

拓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购

藏的。买下这幅作品后，邓

拓仔细研究， 撰文介绍了

其上 26 家珍贵题跋和苏

轼画作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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