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崖之上》是对悬疑类型片“烧脑强迫
症”的反制，它用一目了然的情节置换了电影层
面的趣味。105分钟的电影时间里，导演宕开智
识的理性分析，稳当地拿捏观众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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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之上》和不再攥紧拳头的张艺谋
五天假期， 电影 《悬崖之上》 票房

过 5 亿元， 社交网站上的口碑得分在良
好以上 ， 趋近优秀 。 在张艺谋的电影
里， 《悬崖之上》 不是票房最高， 也不
是专业风评最好 。 但这是 20 多年里 ，

得到反馈最为平稳温和的一部张艺谋作
品， 如果在过去多年持续关注这位导演
的创作， 几乎要不适应于这次不再有激
烈的负面评论针对导演。

这是一种让人百味杂陈的情境。 一
个老导演接了一桩行业内默契认同的
“行活”， 他作为乙方很有职业素养地完
成了一个类型片项目， 收敛甚至是放弃
了他的锋芒和执拗个性， 结果这成了他
的票房与口碑双赢之作。

《悬崖之上》 是对悬疑类型片 “烧
脑强迫症” 的反制， 它用一目了然的情
节置换了电影层面的趣味。 年轻的创作
者们痴迷于设计繁复的叙事迷宫， 仿佛
无翻转不成戏， 结果说事的机巧覆盖了
人的气息。 《悬崖之上》 足够潇洒地和
年轻潮流拉开距离， 它太老派了， 回归
了古早年代悬疑片的趣味： 比起猜度情
节， 让观众浸没于情绪才更重要。 也是
太久没见这种不怕剧透的电影。 《悬崖
之上》 一开场， 底牌摆在了台面上。 因
为被出卖， 行动还没有开始就休克了，

救人的人成了被救的， 他们能自救吗？

他们有援手吗？ 他们会得救吗？ 那位藏
得最深的同志会暴露吗？ 导演制造了一
种代入感强烈的剪辑节奏， 让观众进入
剧中人的情绪， 因为层层递进、 环环紧

扣的心理压迫感， 情节的缜密程度被
搁置了。 视听制造的是感官冲击， 第
一个画面就不由分说地把观众拉扯入
别样的世界、别样的人生，从危机重重
的积雪密林，到暗流汹涌的火车车厢，

哈尔滨阴翳的天空下， 细雪覆盖了中
央大街，也落进大银幕前观众的心坎。

105 分钟的电影时间里， 导演宕开智识
的理性分析， 稳当地拿捏观众的情感体
验。 这是简单直观的“好看”。

《悬崖之上》 的情节是简单的， 观
念更是， 它呵护了观众免遭伦理负担的
困扰 。 在官兵捉强盗的经典叙事模型
里， 好人坏人阵营分明， 正派反派面貌

分明， 黑白之间的楚河汉界交代得清楚
明白。 这钩沉了上了年纪的观众的电影
记忆。 远在进口大片和多厅商业影院出
现之前 ， 在陈旧的大礼堂或单厅影院
里， 八零后、 七零后和更年长的观众频
繁看过的主流叙事电影， 不就是这样的
吗 ？ 比如 ， 《保密局的枪声 》 。 这是

“第五代” 出现前的商业片的创作思路，

张艺谋的视听呈现固然更高级更漂亮，

但时光倒流 30 年，《悬崖之上》恐怕是那
时的他试图颠覆的“类型电影”———那时
他掌镜《黄土地》，执导 《红高粱》， 乱拳
挥向老师傅， 拳拳到肉。

有玩笑说， 没想到张艺谋的商业转

型成功之作是 《悬崖之上》。 这自然是
经不住推敲的戏言， 论这位导演的商业
成绩单， 即便是风评触底的 《三枪拍案
惊奇》， 盈收也能给资方交代。 回顾张
艺谋早年作品， 《红高粱》 《秋菊打官
司》 和 《一个也不能少》 分享了一则共
性， 就是专业老到的影像表述之外， 这
些电影的 “内容” 可以是独立成篇的文
本存在。 《英雄》 之后的张艺谋， 与其
非议他背叛了艺术的伦理， 不如说他拥
有更隐秘的野心， 他尝试完成一些能够
脱离文本和传统戏剧构作的、 只能用视
听实现的表达 。 从 《英雄 》 《十面埋
伏》 《满城尽带黄金甲》 直到 《长城》

和 《影》， 他非常固执地不去弥合剧作
内部的撕裂， 而以视觉的美学特征冲击
观众 ， 用视觉的趣味瓦解情感的渴
望———这些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可说是残
暴的， 但它们的品相表现为斑斓的视觉
意象。

“视觉大片” 这个刻板印象背后的
张艺谋导演， 是一个罕见决绝的、 不妥
协的创作者， 他很坚毅地、 一部接一部
不停地拍片， 同时， 他的电影无论呈现
什么风貌的美学修辞， 内核却是一以贯
之的冰冷坚硬， 持续地冒犯观众。 他的
坚毅和不妥协就像攥紧的拳头， 让人不
适， 却也用这份生硬造就着自我风格。

即便是 《一秒钟 》 这部被误读成
“写给老电影情书” 的自白， 它的内在
真相也不是皆大欢喜的和解。 电影真的
被赞美了吗？ 答案是很可疑的。

所以，《悬崖之上》成了一个意外，因
为那只攥紧的拳头猝不及防地松了。

日本著名编剧和导演荒井晴彦暮年
造访北京电影学院时， 被问起， 在晚近
的作品中为何不再正面强攻残忍的真
相？ 他回答： “因为我老了。” 不能断
言这也是张艺谋松开拳头的原因， 也许
只能?用托马斯·潘恩在 《常识》 里那
条斩钉截铁的论断： 一次又一次， 时间
把人们变成了皈依者。

文化

■本报记者 柳青

■本报记者 宣晶

继《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后，上海芭蕾舞团推出全新红色芭蕾舞剧《宝

塔山》。 本报记者 张挺摄

上芭新作《宝塔山》
以足尖讲述红色故事致敬延安精神
继 《白毛女 》 《闪闪的红星 》

后， 上海芭蕾舞团推出全新红色芭蕾
舞剧 《宝塔山》。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季以及第 37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参演剧目， 该剧将于明天在上海大
剧院举行全球首演。

芭蕾舞剧 《宝塔山》 聚焦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 讲
述他们的所思所想， 刻画他们的进步
成长， 用芭蕾独有的艺术形式回应了
时代的宏大命题。 “舞剧以那个时代
的年轻人为切入点， 描绘他们追随信
仰， 坚守初心， 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
青春的故事。”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
丽丽认为， 《宝塔山》 用海派芭蕾讲
述延安故事， 用文艺致敬延安精神，

在当下有着特殊的意义 。 “青年们
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 浪漫的革命
情怀和扎根人民 、 艰苦奋斗的时代
热情在舞台上一一呈现 ， 期待能引
起当代人的共鸣， 厚植爱国情怀， 激
发奋进力量。”

厚重的红色题材与澎
湃的青春力量互相交织

芭蕾舞剧《宝塔山》开排至今已近六
个月， 目前进入了首演前的最后冲刺阶
段。 舞剧总策划、 总导演刘立功告诉记
者， 这部红色题材舞剧的创作经过了长
久的酝酿和积淀， 主创团队不仅在北京
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还亲赴延安、榆林
等地采风，深入挖掘延安精神。 “通过查
阅博物馆里的文献图片、影像资料等，我
们感受到那个时期宝塔山下的真实状
况，为舞剧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4 月 7 日、8 日，《宝塔山》 在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进行试演。 有观众发
现，《宝塔山》 从全新角度解读了那段革
命经历，全剧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厚重的红色题材与澎湃的青春力量互相
交织，展现革命洪流中的进步青年群像。

历史上，无数爱国青年追随信仰，汇聚到
那片革命的热土， 用炙热的青春浇灌贫
瘠的土地， 以昂扬的斗志沸腾民族的热
血， 将自己蓬勃的生命献给这片深情大

地。 刘立功认为：“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
励志精神， 那种为了信仰无畏牺牲的高
尚品格，值得今天的年轻人铭记、传承。”

《宝塔山》通过具有象征性、代表性
的舞段，追述共产党人的壮怀激烈，描摹
信仰的伟大力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险的时刻， 先辈们用一颗颗滚烫的爱国
之心，筑起了民族精神的长城。《宝塔山》

的立足点就在于真情实感， 特别是进步
青年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感情。

我们用情感连接并推动剧情发展， 赋予
角色血肉与生命力。 ”刘立功说。

经典的西方芭蕾语汇
和丰沃的中国传统文化熔
于一炉

《宝塔山》 一方面强调以舞蹈来叙
事，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海派芭蕾”的唯
美。“我们用肢体语言贯穿了人物的感情
线，让观众体会角色内心的独白。 ”在创
排过程中， 艺术家们探索着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刘
立功看来， 只有融合了西方芭蕾语汇和

中国传统文化， 红色题材芭蕾舞剧才能
讲好中国故事。

“那个时期， 奔向延安的年轻人里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他们把各自的
家乡文化都融入了当地。 因此， 《宝塔
山》 不仅讲求经典的芭蕾技术动作， 还
采用了东北秧歌、 胶州秧歌、 海阳秧歌
等民间舞元素， 东西方舞台艺术碰撞出
绚烂的火花， 形成舞蹈风格上的又一次
创新 。” 不少观看过试演的观众认为 ，

《宝塔山》 融合了东西方艺术， 几段群
舞极富感染力， 比如气势十足的 “开荒
舞” 描摹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劳作景
象； 优美动人的 “纺车舞” 则反映出其
乐融融的军民鱼水情。

据悉，《宝塔山》 全球首演的阵容已
全部确定： 男主角明华由上芭首席明星
吴虎生饰演， 女主角梦安由上芭主要演
员戚冰雪饰演。剧中，男女主人公因志同
道合的革命信念走到了一起， 共同完成
了从洋装到军装的人生蜕变与精神升
华。刘立功告诉记者，上海芭蕾舞团演员
们把握住了舞剧故事脉络和艺术风格，

“他们的表演迸发出了澎湃的激情，对角
色的塑造越来越有厚度”。

南京路瞄准全球消费客群自我求变加速迭代
（上接第一版）

南京西路
线上线下龙头集聚，释

放颜值经济新动能

美妆行业是静安区商贸业的特色 ，

也是南京西路商圈的亮点之一 。 去年 ，

静安区 11 家主要化妆品企业累计完成零
售额 267.2 亿元， 同比增长 725.1%。 ?
助此次 “五五购物节” 活动之一的 2021

上海国际美妆节， 南京西路将力求实现
以节兴商、 以节聚市、 以节兴市。

首先，将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联动长
三角辐射全中国。 美妆节启动仪式当天集

中亮相发布新品的 24个品牌中，既有国际
化妆品和奢侈品巨头（欧莱雅、雅诗兰黛、

爱茉莉和 LVMH）， 又有当红国潮美妆品
牌（花西子、珀莱雅等）；既有上海本土品
牌（自然堂、玛丽黛佳等），又有长三角及
其他地区品牌（欧诗漫、完美日记等）。

其次， 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立
足静安服务全球。 静安区良好的营商环
境，成为欧莱雅扎根中国 24 年来播种“美
好”的根据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妆企
业在南京西路商圈沿线深耕、发展、壮大，

业务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态势，资源

配置能力日益凸显，在全球美妆行业的战
略地位举足轻重。

此外， 无缝整合线上线下全渠道，释
放颜值经济新动能。美妆节期间将依托淘
宝直播和微博直播平台， 由知名美妆师、

网红博主等担任好物推荐官，为公众带来

24 个品牌的新品展示与体验， 让更多美
妆好物为消费者带来更具价值的体验。本
届美妆节的新品以及获奖产品将在南京
西路上的知名商场展示销售，比如上海久
光百货、梅龙镇广场等，消费者通过微信
小程序等也可享受多重福利。

“上山下河滚泥浆”，《绝密使命》成为学党史助燃剂
（上接第一版）

另一层 “绝密 ” 在于历史的尘封 。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中共中央于 1930 年

10 月组建， 到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时
撤销， 由于战争环境的险恶， 上海通往
全国各苏区的交通线大都被敌人截断和
破坏， 唯独通往闽西、 赣南中央苏区的
交通线被保存下来。” 《绝密使命》 聚焦
的就是这条秘密的 “血脉”， 它从当年的
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发， 途经香港、 汕
头、 大埔、 永定、 长汀等地， 最后抵达
瑞金。 吴升辉说， 由于党的隐蔽战线工
作的高度机密和特殊性， 有关文件和史
料大多未能公开就被销毁， 很多相关人
员也成为了无名英雄。 所以， 中央红色
交通线的历史被披上了神秘面纱。 不过，

随着时间推移， 红色历史被挖掘， 必然
会绽放出别样光彩， 如今电视剧 《绝密
使命》 热播， 便是最好佐证。

在烟火气中诠释忠诚信
仰，小人物视角真挚动人

与其他波澜壮阔 、 大开大阖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不同 ， 《绝密使命 》

的切口很小 ， 叙事的手法也极为日常 。

都是循着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逻辑 ，

勾勒出了平凡中的伟大 、 于无声处的
惊心动魄 。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冒着生命
危险用双脚踩出来的。 为完成任务， 他
们需要跋山涉水、 日夜兼程、 历尽艰辛，

同时面临敌人的步步紧逼 。 在已播出的
剧情中 ， 通过几个细节直接或间接地
展现了当时情况的艰辛 。 邹家兄弟从
伯公凹运送枪支到古木督 ， 因为隐秘
性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山路 。 三个人背
着两大箱子枪支翻山越岭， 从黑夜走到
太阳升起。 忍饥挨饿、 大汗淋漓， 邹冬
宝肩膀上被磨得血红的镜头让人看得生
疼 。 罗挺和两位挑夫带着伪装的 “货
物” 以国防部的名义运送枪支， 一路遭
到重重关卡的特务盘查， 一不小心便会
暴露……娓娓道来的故事让观众渐渐沉
浸其中。

为了营造日常感， 剧中也为这群交
通员安排了人之常情。 潘雨青与妻子谢
秋莲的相互呵护， 邹叔宝与赖西诺的不
离不弃， 邹家大嫂对邹家兄弟的倾情照

顾等， 爱情、 亲情、 战友情打动了观众
的心， 也让剧集更有烟火气。 有观众表
示 ， “看到潘雨青脚上的鞋已经破了 ，

谢秋莲给他缝了新山袜的时候， 真真是
被他们的感情打动” “赖西诺和邹叔宝
的爱情不正是现代社会年轻人恋爱观的
写照吗？”

情感有多浓稠， 当这些交通员舍生
取义时， 凡者不凡的英雄气， 更令人信
服。 交通员李寿科为保护邹叔宝和交通
站， 选择在押解途中跳崖牺牲， “该是
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说罢， 纵身
而下。 邹叔宝从手臂上溃烂化脓的伤口
中抠出 160 块大洋时， 没有人不为之动
容。

也是因为情感浓稠， 剧中的小小交
通站伯公凹成为许多人最新认识的红色
地标。 革命史上， 苏区几十万人民缺盐，

伯公凹村口 、 伯公祠堂成为运送食盐 、

医药等物资的秘密据点 ， 伯公灯成为
“一盏希望的明灯”。 剧中， 有这样一段
台词被观众反复提及， “每个客家人心
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伯公灯”。

奔向大众拥抱流量 上海艺术产业新消费力崛起
（上接第一版） 热闹 、 时尚 、 成交火
爆……属于这个艺博会的这些关键
词 ， 2020 年再一次得到强化 。 这一
年 ， 它以超过 10 亿元总成交金额收
官， 相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在当年全
球的线下艺博会中数一数二。 在艺博
会上， 买家与观众筑起的人流如往昔
般熙熙攘攘 ， 甚至不乏孙俪 、 王景
春、 郑恺、 谭卓等明星的身影。

比人气火爆更喜人的是交易数据
中的两个 “过半” ———超过半数买家
是第一次在此购买艺术品的新买家 ，

超过半数交易是由 20 万元以下的中
低价位艺术品创造的。 “这正是我们
长久以来希望看到的， 中国本土趋于
日常化的艺术消费市场， 已经呼之欲
出。” 周大为说。

以高品质艺术引导
流量，艺术产业也能出
爆款

申城艺术品市场日益火爆的背
后， “流量” 的贡献功不可没， 而艺
术向流量敞开怀抱， 并以高品质艺术
引导流量， 产生了正向的叠加效应。

与时尚结合、 可供大众消费的潮
流艺术， 登上通常仅云集纯艺术品的
艺博会， 或可被视为一个信号。 2020

年艺术上海博览会上， 潮流艺术作品
“组团 ” 构成一个独立的板块 ， 成了
展会现场最有人气的 “打卡点 ”。 展
区中百余件潮流艺术绘画云集， 包括
漫画家宋洋以其比迪女孩 IP 形象联
名海绵宝宝创作的系列画作、 涂鸦艺
术家 CASHa 针对自创公仔形象再度
创作的画作。 更有一大波潮流玩具吸

睛， 将艺术、 设计、 潮流绘画、 雕塑
等多种元素融合在方寸之间 ， 打破
“玩具” 本身的定义。

应该说， 艺术联名开发并非新鲜
事 。 自创办之初 ， ART021 就积极
“联姻 ” 知名品牌 ， 迪奥 、 保时捷 、

轩尼诗、 宇舶表等都在长长的合作名
单上。 仅以其每年牵手迪奥、 与中国
艺术家合作联名推出的限量艺术手袋
为例 ： 艺术家宋冬用形形色色的
“窗 ” 构造了艺术手袋的外立面 。 四
天内， 包括这款 “窗” 包在内的迪奥
艺术手袋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 。 而
最受年轻人追捧的要算歌手潘玮柏与
艺术家徐震跨界联动的限量收藏套
装 ， 来自声音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创
意， 凝固成融入新生代自我表达文字
的 金 属 链 条 。 正 如 周 大 为 所 言 ：

“1000 个购买者中若能出 10 个未来的
艺术品藏家， 就很了不起。 艺术需要
流量 ， 最终需要的是流量的转化率 ，

看它能不能生成购买力。”

扩大“艺术人口”，培
育潜在艺术消费力

艺术产业的蓬勃， 固然有赖于艺
术消费力， 其实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
的手在推动， 那便是艺术传播。 创新
多元化手段让大众了解艺术、 走近艺
术 ， 正成为申城多家艺术企业的共
识 。 逐步扩大 “艺术人口 ”， 即是培
育潜在的艺术消费力。

坐落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昊美术
馆上海馆， 不仅仅是一座美术馆， 也
与艺术酒店、 艺术设计商店、 艺术驻
留等多种与艺术生活方式相关的项目

紧密连接 ， 共同形成 “艺术社区 ” 。

创始人郑好坦言 ， 美术馆每晚 10 点
闭馆形成常态， 是考虑到园区上班族
的实际观展需要； 打通艺术酒店、 艺
术设计商店等， 是为了让艺术与商业
互相导流 。 互动与培育 “润物细无
声” 地创造了两个经典案例： 一个是
阿根廷 “错觉 ” 艺术家莱安德罗·埃
利希中国首个大型个展 “虚·构”， 观
展人次达 40 万 ， 衍生品销售 200 多
万元； 另一个是美国知名艺术家丹尼
尔·阿尔轩亚洲首次美术馆个展 “现
在在现”， 观展人次达 20 万， 衍生品
销售 500 多万元， 被评论家称为 “最
学术的网红展”。

疫情后危中寻机的传统拍卖业也
实现了 “破圈 ”， 各大拍卖行纷纷加
速将 “赛道” 转换到线上。 从线下现
场只能涌进数百人， 到 “云端” 参与
围观交易者可达数十万， 艺术品多了
新买家， 艺术家也赢得了新 “粉丝”。

仅上海嘉禾拍卖疫情发生至今就举办
了 47 期网拍 ， 售出超过三千件艺术
品， 甚至将红极一时的直播带货形式
引入线上拍卖。 在其举办的 “海派薪
火” 网拍系列专场中， 吴昌硕曾孙吴
超、 刘海粟女儿刘蟾、 美术史学者汤
哲明等一一变身主播， 用专业知识为
艺术品 “带货 ”， 也为艺术 “圈粉 ”。

多件拍品竞价持续延时超过半小时 ，

吴昌硕、 陈师曾合作的一件成扇， 累
计出价高达 134 次 ， 落槌价 197 万
元。 收藏文化研究者陈君达说， 没想
到一直被认为 “高冷 ” 的书画拍卖 ，

在网上能有这么热烈的互动， 而那些
自称 “小白 ” 的 90 后甚至 95 后观
众 ， 说不定就是下一代藏家 、 鉴赏
者，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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