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102018年3月31日 责编 陈向阳 美编 唐鼎评说

《评说》投稿邮箱：
dahewenyi@126.com

□王不动

说话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晶又发飙了，在
日前香港国际影视展举行的“网络发行价值
再生，港片 IP 的破局重组”论坛上，王晶怒
斥网络电影集体盗窃香港IP，根本没有向任
何知识产权拥有方给过任何费用，甚至连征
求同意都没有，随即愤然离席。

当天，在爱奇艺和奇树有鱼的CEO做
完介绍后，王晶表示，不认为他们说的这些
成绩是值得骄傲的事，而是应该作出集体道
歉。在PPT中，奇树有鱼CEO提到了自己
旗下的作品《笔仙大战贞子》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却被王晶批评说：“我相信这部作品应
该并没有征求‘笔仙’和‘贞子’两大IP创作
者的同意，更没有获得版权。我认为这是一
种无耻的行为，何谈‘价值再生’一说？”

王晶一再强调港片 IP 都是有版权的，
更以自己的电影《赌神》为例，“不是任何‘网
大’都可以拍赌片，如果每部赌片给我这个

《赌神》的创作人1万块，那我早就有500万
了。”王晶认为所谓网络大电影分账高的案
例，并不是一件骄傲的事情。王晶说：“你们
说的主题是致敬香港电影，在我看来这是网
络电影集体盗窃香港IP。”

王晶的愤然开炮是有道理的。近年来，
国内网络大电影行业发展迅猛，但正如一个
行业原始积累的初期野蛮阶段一样，版权问
题始终是不能明说的痛。不管是视频网站
根据经典港片翻拍新的网络大电影，还是根

据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构和改编，向谁要版
权？如何在版权问题上不起纷争？多年来
这方面都欠考虑。

另外，在王晶看来，网络电影可以是文
艺片的优秀呈现方式。因为很多文艺片在
商业院线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在网络上并
没有时间的限制，完全可以慢慢积累口碑，
积累点击量，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去发展文艺
片。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大视频网站点
击量高的网络电影并不是文艺片，而是各种
以感官、暴力、惊悚为噱头，甚至打着色情擦
边球的所谓网络大电影。在流量和利益面
前，网络大电影早已失去了原本的初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王晶的愤怒也有失
偏颇。以港片为例，之所以式微，是因为两
地文化的融合导致华语电影也发生了融
合。当一批批香港导演北上后，每一位创作
者都要考虑如何拍摄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市
场的国产片，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水涨船
高，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开始出现颓势，这是
时代使然。

根据《2017 年网络大电影产业发展报
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剧情、
爱情、喜剧成为如今网络大电影的主要类
型，而惊悚的排位开始下降。这就很好地说
明了网络大电影行业正在往健康有序的方
向发展。作为一名资深香港电影人，王晶的
愤怒虽不乏作秀之感，却也合乎人之常情，
在产业升级和时代交替的当口，我们不妨都
静下心来，既正视问题，也不抹杀其前景。

王晶的愤怒 行业的痛楚

□张丛博

春天的荧屏似乎让人有些纠结，本是被
寄予厚望的都市情感剧最终却草草收场。
由张嘉译、李小冉主演的《美好生活》尽管受
到广泛关注，演员演技、部分细节处理都值
得表扬，但编剧手法单一，被调侃为“没好生
活”。同样，刘烨、林依晨主演的《老男孩》也
存在同样问题，被吐槽最多的是剧情俗套，
没有说服力，矛盾冲突显得生硬。

因为与现实生活高度贴合、直击现代都
市人的情感痛点进而引发强烈共鸣，都市情
感剧成为最易产生爆款的热门电视剧类型
之一。但也正因为贴近生活，因而在题材上
如何推陈出新，以精致内容赢得观众，是创
作者需要发力的方向。但让人遗憾的是，不
少新剧总给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观
感。制作方有心做出不一样的剧作，可因为
不够贴近生活，却拉了整体效果的后腿。

以往的都市情感剧，通常将更重的笔触
落到了情感上，而人物职业背景只是可有可

无的外衣。久而久之，荧屏上立得住、留得
下的人物少了，偶像化的面孔少了烟火气，
部分观众对都市情感剧的新鲜感在逐渐下
降。近来的新作开始观照不同职业群体，只
是由于编剧和制作尚不成熟，职业背景、都
市日常在推动剧情上虽说不再是关系不大
的两张皮，但融合上却更多是物理连接，由
于火候欠缺，而没有产生化学反应。

这种意识到了但能力不足的情况制约
了一些剧作迈向精品剧的步伐。而破解这
个短板的方式便需要主动剖析社会话题，深
入挖掘困扰不少城市人的都市情感问题，真
正让剧情和画面细节来自于都市生活中的
众生百态，人物设定多元而立体，进而引发
思考和讨论，让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万不
可站在生活之外演生活，失去本真。

在叙事手法上能与时俱进，在故事精神
内核上有观照社会现实的底气，同时也要有
智慧将二者有机融合，好作品一定是形神浑然
一体的。就像有人这样定义好作品：“说不出
到底哪里好，但总觉得其他作品替代不了。”

豫小牛：文章很不错，鸟类是人类的好
朋友，古人在诗词中多有赞美，鸟与人类和
谐共处，这样持续下去该多好。

大河客户端网友：城市里，人和鸟的交
集是车，花花绿绿、浓淡相宜的鸟屎总有一
款适合你的挡风玻璃，或者把手，带着造型，
漂着油花，让人羡慕鸟儿们惬意的生活。

拾忆：鸟性和人性还真差不多，气候变
暖，郑州冰封期短了不缺食物，有些冬候鸟
干脆不随大部队迁徙，宅在郑州不走了。虽
说迁徙可能要经历各种风险，但懒着不走岂
不是浪费本就不长的“鸟命”？

读来读往

评《河之洲》“深读”《城市飞羽》

扫描二维码点评《河之洲》赢赠书

别站在生活之外演生活

□李犁

郭栋超的诗歌热烈又扎实，像烧
红的铁在铁锤下锻打，并在水中冷却
和凝聚，挤出所有的杂质和泡沫，让思
想坚硬，让语言尖锐。这说明郭栋超
是一个有胸襟和情怀的诗人，也是这
个时代少有的冷静和自省的诗人，同
时也是一个对诗歌忠诚痴迷并不断淘
洗打磨的诗歌赤子。

纵观当下诗歌写作，多是一些对
智力的挑战，其结果是技术超群但内
容肤浅。这是诗歌中“志”的消失和退
场，志，代表了诗人的理想和胸怀，还
有对现实的关怀和爱。虽然有些诗人
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意加重了诗歌
中志的成分，但是由于才智不够，诗歌
失去了诗歌本身的魅力，成了图解概
念和思想的符号，变成了假大空。郭
栋超的诗歌兼顾了志与智，并使之有
机的融合，让诗歌既有思想的力度，又
有文本的深刻美。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郭栋超这
种大志与大智结合的作品，诗的特质
也是首位。因为你写的是诗，是诗就
要有韵味、意味、情味和诗歌本体所散
发出来的文体美，和“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大况味。所有的情思都要也必
须在这种诗的质素中展开。否则理想
再远大，思想再深刻，没有了诗味就不
是诗，而成为了其他文体。那么什么
是诗味呢？明代朱承爵《存余堂诗话》
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
之外，乃得真味。”这就是说，主观的意
与客观的境不但要通明透彻的融合，
而且那种让你真正深陷其中的味道是
在音声之外，即使声音消失了，你还不
能自拔。这就是象里象外欲说又休，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意味。也就是
宋代的范温所说的韵味，韵味犹如连
绵不绝的美妙的钟声，或通称为音乐
之声：“概尝闻之撞钟，大音已去，始音
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
矣。”

这种韵味以及所有的诗味映射在
郭栋超的诗歌里，就变成了情感的抑
扬顿挫，意韵的错落有致又层层相
叠。这就是诗歌与叙事文体的区别，
它不像小说那样与故事和情节肉搏和
厮杀，而是通过巧妙地传切和突然地
从庸常中向上一跃，让你的心灵为之
一颤。所以郭栋超通过旋律构成漩
涡，而且漩涡套着漩涡，再一起构成一
个大漩涡，让读者慢慢地沉进去，被濡
染被淹没。譬如他在“三行”长诗里，
急促激烈如疾风暴雨的倾述中，总是
出现四言、五言、七言的整齐句子，既
有抒情性，又有意境。顺手拿《壮士
行》中一段示范：“草绿云际外 山色有
却无/风静月纯清 树动极天目/横绝
石墙阔 阻我马蹄疾/烈烈征讨旗 殷
血浸战衣/塑风动大帐 溪边篝火燃/
猎犬噪声急 雪夜雄鹰起/盘旋复盘旋
独越祁连山/虏侵汉家地 撒骨黄河

边/归来望征人 能有几人回？/去时
春芽露 归时百草枯/绵绵嫣支山 始
知征战苦。”

诗歌就是这样，它不在意事件的

连贯性，而重视情感的逻辑，这种逻辑
就是情感织成的网，哪怕你是铁石心
肠，也会被它罩住，并磨出泪水来。这
最后四句就是对战争和壮士出征的概
括，也是对情感和心灵感受的总结，说
明战争对人性的伤害和震撼。从这个
角度来说，不论是《壮士行》，还是《悲
歌行》《丽人行》都是悲歌，不论其中多
么的磅礴和壮烈，其内核都是一个大
殇歌，是人类发展必须经历的殇场。

郭栋超的系列长诗是当下罕见的
大胸怀大视野的作品。但“大”从何
来？这又涉及文艺心理学的问题。古
人云：“相由心生”，诗歌中的相就是诗
歌的表面之相，或者说诗歌所表现的
所有品格，都是诗人的外相，是诗人心
灵的外化。由此往回推演，郭栋超诗
歌所表现出来的大壮烈、大气魄、大悲
悯、大孤独就是作者自己灵魂的写
照。他的大江山的雄心，为理想敢于
断腕的决心，士可杀不可辱的洁心，对
美和理想只远观不亵玩的敬畏之心，
还有面对美丽被摧残、爱不能照应呼
唤时的无奈又疼痛的温软之心，这一
切，都构成了他灵魂的核心。辐射在
诗歌上，就是大江东去般的豪迈和叹
息，就是会移动的高山峻岭般的坚定
和不屈。

诗歌与人的心灵最近，它也最容
易泄露人的内心和真相，这些文字所
暴露或者说塑造的就是一个在黄河边
徘徊，雨水和泪水都在脸上流淌的思
想者和诗人的形象。他吸进浊气、吐
出骨气。这是一个有肝胆的诗人，他
的诗当然也就有了心肠、有了侠义之
精神，悲悯之情怀。这样的诗人写出
的作品，才能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才
能在《高原》上找到神性和召唤，在《草
原》中找到自由，从民族大迁徙的《平
原》里找到生活和人的命运以及生存
之根。

如果用诗品来形容这些长诗，就
是：劲健和悲慨。这是司空图《二十四
诗品》中的两个诗格。前者强调强健
有力的人格，宏伟雄劲的诗风。这力
量来源于作者自己内心的强大和自
信，是充沛的真气和正气。具备了这
种品格，作品就有了浩然之气，并“行
神如空，行气如虹”。悲慨是诗人的情
感形态，他含着悲愤去追问信仰和拷
问灵魂，通过不灭的幽灵和历史的残
垣断片，述说民族一路走来的坎坷与
教训，让作者的情感和诗歌都呈现了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
雨苍苔”的悲壮美及慷慨之响。从而
让作者对理想更加坚定，胸怀更加旷
达。也让自己和诗歌的境界都如皓月
当空，明洁而高尚。

这就是我理解的郭栋超系列长诗
的美学特质，这里简析了它们的审美
品格。其他，诸如诗歌的结构和更多
的社会学意义，将不在此一一镂析。

劲健与悲慨
——郭栋超长诗的审美特质和魅力

影视论坛

□陈向阳

3月30日在郑州首映的戏曲故事片《牛
郎织女》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老故事，但却以新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观众。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民
间爱情故事，导演高新军、许洪舟和编剧李
松立把牛郎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不只是表
现牛郎织女的爱情，还把牛郎和哥哥之间的
兄弟情深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表现，更加感
人至深。在观看到牛郎因为嫂子的原因被
迫无奈地和哥哥分家，弟兄二人难舍难分的
情节时，不少观众都感动落泪。

作为一部戏曲电影，戏曲音乐设计直接
关系到影片的成败。音乐总监杨华一没有
被固有的豫剧板式所限制，几个主要人物的
唱段或情真意切，或清新自然，或诙谐幽默，
让观众获得了观看戏曲舞台剧所没有的艺
术享受。

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饰演牛郎和

织女的张会乐、张暄笛两位主演，虽然都不
是名家大腕，但也有自己的表演特色。张会
乐饰演的牛郎憨厚朴实，心地善良，让人感
觉非常可爱。张暄笛饰演的织女青春靓丽，
充满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勇敢地追求真爱。
而胡希华、孟祥礼、方素珍、金不换、柏青、田
冠军等众多戏曲名家的友情出演，给影片增
加了更多的看点和艺术感染力。

老故事也有新魅力

织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