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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综艺“一年一度

喜剧大赛”中一段名为《互联网

体检》的小品在社交媒体上爆红。

小品虽着眼于入职体检， 但字

字句句直指互联网行业存在的

诸多乱象：个人隐私泄露、广告

过长、恶意弹窗、诱导购买会员、

强制下载软件、超前点播、限速

下载、“卖惨式” 直播带货……

其爆梗之密集、创意之精巧、讽

刺之辛辣，令人拍案叫绝。

从如潮的反馈来看， 网友

们苦乱象久矣， 以至于当久违

的讽刺喜剧戳中笑点和怒点，

针对个别互联网企业的积怨瞬

时得到宣泄。 甚至有人表示，

“看着看着，就攥紧了拳头。”

现如今，以视频网站、社交

软件、网盘、直播平台为代表的

网络媒介已经成为人们工作与

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久而

久之， 这种刚需令个别企业滋

生出 “缺我不可” 的傲慢与自

负， 在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完全

“以我为主”， 忽视了消费者的

权益与诉求。 小品反映的现象

早已有之， 吐槽之声更是不绝

于耳，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正是因为相关企业抱定了 “只

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消费

者”的态度，甘当那个叫不醒的

装睡者。

必须指出，乱收费、恶意广

告、强制下载等问题，绝非存在

即合理， 不能因为长期打擦边

球而默认为约定俗成的操作。

互联网行业， 需要一次真正意

义上的“体检”，去透视自身的

顽疾沉疴，直面消费者的质问。

事实上， 个别企业已经迈

开了步子。播出小品《互联网体

检》的视频网站，正是小品所极

力讽刺的对象之一。在此之前，

这家网站也已率先表态， 取消

超前点播的收费模式。 这种敢

于正视问题、 主动解决问题的

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难怪小品

编剧要感谢该网站允许他们“吃谁家饭，砸谁家锅”。

但仅止于此， 是不够的。 小品反映出的行业问

题，理应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针对涉嫌侵犯消

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种种行为，有关部门应予以充

分研究，划定明确红线，消除监管盲区，以法律准绳

纠正行业的无序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不能停

下自查自纠的脚步， 也不能以竞争为由互相推诿责

任， 而应自始至终将消费者的权益和体验摆在服务

升级迭代的首要位置。将“收割韭菜”视为理所应当

的企业，必将得到“用脚投票”的回应。

全面“体检”之后，互联网企业更需要一次“刮骨

疗毒”。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 燕 5

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
恒久动人的家国义英雄气

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华语十大经典动作电影”

有这样一些影片， 它们上映的年代跨越
半个世纪，但自从它们问世，就再也没有被观
众忘却过。有这样一类电影，它们是世界电影
认识华语电影的起点， 也是如今中国电影向
世人展现中国精气神的一张王牌、 中国递向
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日前闭幕。

在大同古城举行的闭幕式令人关注的是：它
宣布与往届不同的是主办方选择从华语电影
史中选出动作影片经典。《侠女》《少林寺》《新
龙门客栈》《黄飞鸿之二： 男儿当自强》《卧虎
藏龙》《英雄》《一代宗师》《师父》《英雄本色》

《战狼 2》等 10 部影片入选“华语十大经典动
作电影”。 《醉拳》《警察故事》《猛龙过江》及
《长津湖》获得了组委会特别推荐。 这些经典
何以影响几代中国动作电影人， 影响几代观
众？随着影片的华彩段落被再度重温，答案渐
渐清晰。

如果说功夫、戏曲、东方美学、东方哲思
等是华语动作电影承载灿若星河中华文化的

A 面，那么千秋家国义、凛然英雄气则是影片
能恒久动人的 B 面。 电影周带领观众温故知
新，便是希望在致敬经典中激荡出更多“国为
我强，我为国强”的壮志豪情。

从山水有风骨到家国有
英雄，精气神是动作电影的执
着追求

“华语十大经典动作电影”率先揭晓的影
片是《侠女》，那是首映于 1971 年的胡金铨导
演作品。 1975 年，三小时的导演剪辑版在戛
纳影展亮相，惊艳世界。影片被学术界评价为
戏曲美学与现代动作结合的完美之作， 不仅
斩获了中国在国际高级别电影节的首项荣
誉，更影响了《卧虎藏龙》《十面埋伏》等一系
列中国动作电影。

《侠女》结合真实的明代背景与《聊斋志
异》的奇妙幻想，呈现一个似实非实的世界。

影片在迷离幽远的古意中铺开诗情画意，片
中一花一叶皆是山水中国的优雅定格。 有意
思的是，这部经典的发布人是素来硬桥硬马、

拳拳到肉的吴京。 他的作品《战狼 2》和《长津

湖》也在此次发布中榜上有名。从诗酒江湖的
《侠女》到真实历史中的英雄群像《长津湖》，

截然不同的故事表征下， 有种相似的精气神
暗自涌动。

杨慧贞与东厂特务的竹林决战一段无疑
是 《侠女 》 里的经典场面 ， 李安即受其影
响， 才有了山水写意 《卧虎藏龙》 里玉娇龙
与李慕白飘逸似仙的竹林打斗。 对中华民族
来说， 竹是极特别的。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
无竹。 它不畏逆境、 不惧艰辛、 中通外直、

宁折不屈 ， 承载着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面
貌。 无论一代侠女嫉恶如仇抑或豪侠旧梦江
湖柔情，《侠女》与《卧虎藏龙》里的这种崇尚
正义、 不畏强暴的精气神与 《长津湖》 里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钢铁意志 ， 与 《黄飞鸿之
二： 男儿当自强》 的家国情怀以及片中那首
饱含壮志豪情的插曲 “做好汉 、 当自强 ”，

谁说不是一脉相承。

从山水有风骨到家国有英雄， 有了精气
神的动作电影才算有了精神支撑，也正因此，

能成经典。

由朴素招式到战争特技，
动作电影也是华语电影传承
与创新的注脚

出席当天闭幕式的动作电影演员中，成
龙是京剧武行出身，他在影片里的动作设计注
重场面， 热闹的群殴场面尤其借鉴了京剧打
戏。此外，他还尝试把戏曲动作和杂技糅合在
一起， 产生幽默刺激的观赏效果，《醉拳》《警
察故事》等莫不如是。 值得一提的是，《醉拳》

和《警察故事》都没有特效加持，实景实拍的
惊险动作堪称“成式招牌”。 吴京则出身武术
世家，在专业武校学习，但因他的电影之路伴
随中国电影工业的迭代， 中国功夫有了电影
工业特技的加持， 他的军事动作片总能让人
在血脉偾张间引燃爱国豪情。仅是这两位，他
们的作品已向世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事实上， 华语动作影片在世界电影的版
图上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猛龙过江》在它诞
生的1972年，打破了东南亚地区的票房纪录。这
部在欧洲实景拍摄的影片， 高潮打斗部分安排
在古罗马竞技场内， 留下中国功夫和空手道真
实较量的一段记忆， 同时也成为中华武术文化
与西方古典融合的一次范例。张鑫炎执导的《少
林寺》1982年一上映就风靡全国。在朴素的招式
中凝练流传千年的中国功夫， 掀起大江南北的
武术热潮，让一批拥有真功夫的演员走向银幕，

也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2002年，《英雄》的上映
被视为中国商业电影元年的新起点。 张艺谋在
大山大水、大开大阖间，书写着中国人“胸怀天
下”的英雄气度；也用简洁创新的故事，传递着
东方哲思。从《英雄》开始，中国商业电影元年开
启，中国动作电影也在形式上迎来了新纪元。到
了2013年，王家卫《一代宗师》技惊四座。片中，

咏春、八卦、形意，武学流派云集于此；一个人、

一个门派、一个群体，导演以武学世界由小见大，

以武学精神锻造一部从动作凝望时代的史诗。

作为中国电影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这些
经典动作影片出奇创新，铸就了不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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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心大剧院》：黑白画面浓重的阴影里灰度有瞬息微妙的变化
名伶在进步导演的话剧里演女工， 左翼戏剧

写罢工领袖的罗曼司， 美艳女工与对立阶层的情
人在小酒馆约会， 身边是双双对对的情侣跳着狐
步舞……电影《兰心大剧院》的戏中戏和电影的另
一个片名叫《礼拜六小说》，这个名词本意是鸳鸯
蝴蝶派的余韵，导演娄烨说，他想用这么一部电影
和被贬抑的那支文学传统对话， 结果完成这幅庞
杂的拼贴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谍战舞台上，

狐步舞和左翼话剧捆绑登台， 曾经以为全明星班
底的浮夸演出是谐谑的戏仿， 落幕时竟是正经又
荒谬的“蹩脚戏剧”。

电影开门见山，1941 年 12 月初， 孤岛上海，

山雨欲来风满楼。导演谭呐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他
身边的制作人莫之因是汪伪政府的帮闲文人，为
了排演舞台剧《礼拜六小说》，两人众里寻她千百
度地找回神隐许久的女星于堇。名伶重回上海滩，

是要掀起血雨腥风的， 只有谭呐很傻很天真地认
定她是单纯来和他台上台下续前缘。 莫之因早早
亮出底牌， 嘲笑于堇身边亦步亦趋的北方妹子白
玫：“明明给重庆军统做事， 装腔作势要演左翼话
剧。”角色逐一登场，这种种人设不是不复杂，而娄
烨在意的并不是对时代和年代负责， 远有 《紫蝴
蝶》，近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大时代”总是虚
焦的背景， 他感兴趣的是一群人混乱的身份和更
混乱芜杂的精神世界。所以，扮演谭呐的赵又廷少
了些 1940 年代文艺工作者的说服力，倒也谈不上
原罪。 这不是电影的症结。

于堇和谭呐重逢在当年约会的小酒馆，天
空阴霾，谭呐要了酒水，于堇脱去外套，他们在
逆光的角落里叙旧，一开口，竟是三流言情小说
的做作对白，这时一个利落漂亮的转场，已是兰
心大剧院的舞台，原来于堇和谭呐在排练，他们
说的是戏中戏《礼拜六小说》的台词。 这个段落

可以看作整部电影的缩影， 集中了导演创作的特
点和弱点。 娄烨的长处在《兰心大剧院》里一目了
然。于堇和谭呐从酒吧外走到室内的短短一段，镜
头在空间里的运动痕迹宛如灵蛇， 跳接剪辑在两
人各自的半身特写和同框画面之间来回腾挪，光
线阴沉， 黑白画面浓重的阴影里灰度有瞬息微妙

的变化， 寻常的商业片类型片和谍战片里看不到
这样的段落，导演交代的不是情节，是对角色晦暗
摇摆、捉摸不定的内心世界的摩挲。他的镜头在无
穷动的暗中观察过程中， 是能够捕捉内心痕迹的
“偷心贼”，可他在面对强戏剧的情境时，似乎有了
一点力不从心。 狐步舞的流动空气掩饰不住谭呐

和于堇面对面的尴尬， 抑扬顿挫念台词的赵又廷
何曾像经验老到的导演， 倒颇似学生剧团的愣头
青。巩俐演于堇，很多时候那方逼仄的舞台仿佛容
不下她霸气的身影， 熟悉她的观众肯定不能想象
她会用过于庄重的口气演“文明戏”。 于堇以秋兰
的身份念着矫情感伤的台词时， 观众几乎会惶惑
戏中戏的《礼拜六小说》到底是不是反讽或戏仿？

据娄烨说，拍摄《兰心大剧院》期间他曾对巩
俐讲，于堇既是女明星又是女间谍，演明星她不需
要演，演间谍她不能演。 作为表演指导，也许是很
无奈的， 娄烨擅长在开放式的排演中放任人物的
行为痕迹，从中捕捉到他迷恋的“暧昧的意识流”，

但他并没能用精确的剧作构建和再现“暧昧”。 巩
俐一骑绝尘的表演能力在于大道至简的精确，“简
洁”和“准确”是她手持的两把利刃，在面对许多有
局限、有限度的角色时，比如九儿，秋菊，菊仙，《归
来》的冯婉瑜，甚至喜闹剧的秋香或严重符号化的
《黄金甲》皇后，她能在逼仄中劈斩出壮丽的风景。

坊间传言拍摄期间， 巩俐和娄烨互相适应迁就对
方工作方式，艰难磨合，这流言既不能证实也难以
证伪，不过面对“于堇”这团迷雾，这个似乎有着坚
定的自我又难免被狂热迷惑的意志驱使的女性，

无疑带着清晰的娄烨标签，却不那么的“巩俐”。

《兰心大剧院》上映前，一段陈年细节被反复
回忆，那是在娄烨的旧作《周末情人》里，女演员耐
安跳上 26 路电车，车行弯道，上海茂名路口的兰
心大戏院一闪而过，是个散发灵韵的片段。着实让
人怀念———不背着“传奇”包袱、浸没于俗众中的
娄烨，反而留下若干市井风流。

茛 《英雄》 剧照。

▲ 《猛龙过江》 剧照。 制图： 李洁

■本报记者 柳青

今天的观众期待怎样的主旋律战争题材影视剧？
（上接第一版）

而让《能文能武李延年》出圈引爆话
题的， 则是一段指导员李延年借训诫脱
逃战士小安东提振队伍士气的片段。面
对受特务蛊惑的年轻战士小安东， 李延
年向全连道出小安东的悲惨身世与出逃
原因———为报未婚妻二妞 “救命之恩”。

然而小安东不曾看到的， 是小家的安危
系于国家命运之上。李延年循循善诱，不
仅能对连队里每名战士的家庭情况了如
指掌，更是从个体情感延伸至民族大爱。

他请战士们回想一路上目睹朝鲜人民遭
遇战争流离失所的惨痛境遇， 这不仅不
该发生在邻国人民身上， 更不能发生在
自己国家的人民身上。正因如此，抗美援
朝的根本原因呼之欲出：“要想过上和平
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

而对于镜头外的观众， 感慨的不仅
是从中深切了解到志愿军 “为谁而战”，

还有该剧对政工干部真实生动的还原。

李延年所在的连队，解放战士居多。剧集
借由讲述他如何组织连队完成战斗任
务、信仰激励的生动故事，充分道出中国
共产党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要位置的
深刻意涵。可以说，正是因主创对于李延
年这一丰满角色形象的塑造，让“支部建
在连上”“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
命线”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有了具
象的投射。

影视圈流传这样一句话：“好的战争
题材必是反战的。” 可在创作实践中，一
些主创似乎认为，拍到“七情六欲”、展现
“生命的脆弱”便是“反战”。这未免流于肤
浅。事实上，正因有个体之情、小家之爱，

才成为“牺牲奉献”的情感根基。听完小安
东与二妞的爱情故事， 战场上的每名战
士都极力保护着这名小战士， 希望他带
着全连的希望“早娶媳妇，多生孩子”。祝
福与成全背后，是每名战士被李延年、被
党和国家所唤醒的崇高精神， 而这才是

拍摄战争题材呼唤和平的正确路径。

告别“超级英雄”叙事逻
辑，道出“小米加步枪”何以战
胜“飞机大炮”的关键

过去，某些表现战争题材的影视剧，

受到好莱坞大片的创作思维影响， 试图
讲述一个有着明显短板却又骁勇善战的
“超级英雄”故事，来为作品起承转合找
到落脚点。更有甚者，还用“爽片”逻辑打
造出一些有悖战争常识的 “抗战神剧”。

这些作品不是在追求“人性”的路上，陷
入另一种 “扁平人物”“刻板印象” 的窠
臼； 就是过分追求廉价的视听刺激与叙
事快感。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本身不仅
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 更是用自己的创

作惰性， 磨灭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无数艰
苦卓绝的斗争经历。

文艺创作可以进行艺术加工和适度
夸张，但绝不是通过严重脱离历史真实去
塑造“超人”来实现。人民志愿军的队伍中
从不缺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但取
得胜利的更关键因素、或者说志愿军区别
于敌人军队的最大优势， 是高度的组织
性、严明的纪律性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正
是这样，才能让无数“战神”得以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在作战中持续涌现。而这
正是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军钢少气多，美
军钢多气少”。而这一点，在《长津湖》与
《能文能武李延年》中都有所体现。

“行军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冻死在路
上的战友，我们该叫他啥？离敌人十米才
投掷手榴弹，自己也被炸死的人，我们该

叫他啥？”《长津湖》中，面对新兵伍万里
叫自己“打不死的英雄”眼中闪烁的崇拜
之情，三营长谈子为却用一连串的反问，

为伍万里上了深沉一课。 这也是在给浸
泡在美式“超级英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
年轻观众上了生动一课———人民志愿军
没有冻不死的英雄， 也没有打不死的英
雄，有的只是军人的荣耀，只是捍卫国家
人民的坚定意志。

而在《能文能武李延年》中，刚刚成
为“代班长”的陈衍宗，不顾自己班战友
安危“逞英雄”，结束战斗后用个人缴获
战利品向李延年“邀功”。可李延年却让
他反思自己擅自行动令战友付出的生命
代价， 让他了解战场上集体高于个人的
意义。而剧中每一次大小战斗，志愿军绝
不是天才指挥官“一言堂”，而是从团到
班民主讨论，研究落实战略战术。这才有
了实际战斗中对于每一项任务的坚决执
行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在过去的影视剧中， 我们常看到人民
子弟兵在不同年代前赴后继的牺牲与绝对
的服从，可身处和平年代、张扬个性的年轻
观众往往无法理解“为什么”，甚至觉得“小
米加步枪”与“飞机大炮”对决的“不可能”，

而这就给了“人海战术”这种“歪理”生存的
土壤。透过《1950他们正年轻》老兵对于战
争细节的回忆，透过《长津湖》《能文能武李
延年》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有勇有谋
的战士个体，更是凭着“信任就是战斗力”

所凝聚起的伟大集体。

可以说， 主旋律战争题材影视剧的短
时间密集上映， 能够引发如此多的话题讨
论， 恰恰说明了展现我军过硬素质与人民
英雄伟大精神的作品还不够多。 只有在持
续实践中，才能更加接近经典。而能否回应
当代观众的审美欣赏需求与思想精神需
求，则需要影视主创对自身有着高远追求，

来完成我们这代人向经典的致敬、 向英雄
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向人民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