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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影

□蜗牛

德云社又出事了，郭德纲的
大弟子反出师门，扔下师傅给的
艺名“闫云达”，以本名闫宗海扬
长而去。如果八卦也有排行榜，
上星期打上榜首的，一定会包括
这个，因为郭德纲、德云社、徒弟
们又双叒叕……呵呵，简直是流
量元素的超级叠加啊。不止如
此，随后的一两天，诸多“未被捧
红心怀不满愤然离去”“插足同
门兄弟恋情被罚不忿”甚至“台
风太低俗不愿再给师傅惹麻烦”
的衍生八卦也充斥媒体抢占眼
球，连蒙带猜的热情令人叹为观
止。

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相
声艺人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天桥
一带开始，近二百年间，每一个
时代都会有优秀的相声艺人，为
我辈升斗小民带来开心的笑
声。张三禄、朱绍文、相声八德、
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姜昆、冯
巩……即使在抗战时期，都有常
宝堃敢用相声《牙粉袋》讽刺日

伪 政 府 的 所 谓“ 治 安 强 化 运
动”。遗憾的是，这样的良好传
承，居然在新世纪前后的十数年
间，断档了。在本该继续发扬光
大的好时候，相声却因为脱离生
活、因为不可乐，没人听了。然
后，就是苦守相声舞台多年的郭
德纲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几乎
凭借一己之力，为相声唤回了

“满坑满谷”的听众。相声大师
马季曾经说：“出了个郭德纲，这
是多好的事啊。”

不过，面对以倔强的“非主
流”面目出现的郭德纲，媒体的
代表性态度是颇为复杂的：一方
面不能无视郭德纲的人气；另一
方面又不能过度聚焦郭德纲的
相声作品，毕竟剧场相声，在“主
流相声”的语境里，可指摘的地
方太多了。于是，有意无意的复
杂取舍之间，“怪象”出现了，关
于相声演员郭德纲的新闻，是一
水儿的八卦。连谢娜生完孩子
复出的八卦新闻，都还要捎带提
一把“快本”呢，可到了郭德纲这
儿，翻遍新闻，要么是师徒翻脸，

要么是七不沾八不连的综艺节
目真人秀，基本没相声什么事
儿。好在郭德纲虽然绯闻欠奉，
徒弟倒是真多，而且不乏明星弟
子，个个堪称自带“新闻”。这一
次，自然也不会例外。

扯得远了，说回相声。郭德
纲的相声究竟怎么样，仁者智者
肯定各执一说，我等大可不必较
真。不过，郭德纲为相声带来了
久违的观众和生机，是事实；德
云社对传统相声乃至多种曲艺
形式的挖掘整理和重新包装，也
是事实。在这个连冯巩上春晚
都不说相声的时代，说这一切难
能可贵，应该没什么问题。

师徒分道扬镳，这种在外人
眼里如同雾里看花的事，不如就
不要猜了，也别追着撵着要什么

“回应”了。于谦说：“德云社除
了郭德纲，谁走都不是大事。”走
了个徒弟，走了就走了吧，师傅
都还没说啥呢，媒体也该放下窥
私、猎奇的心态，让郭德纲安安
生生地说相声去吧。

□王不动

“五一档”过去了，根据国家
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统计，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票房达到
13.67 亿元，相比 2016 年的 6.57
亿和2017年的7.39亿，今年再创
新高。电影《后来的我们》成为
最大赢家，如今已破 10 亿票房
大 关 ，“ 五 一 档 ”内 票 房 占 比
68%，连续多天的排片稳居第一。

然而，伴随着《后来的我们》
来的除了高票房外，还有恶意退
票事件。

由于在制作机构和发行机
构中，均有“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的身影，因此引
发怀疑，由于利益相关，猫眼有
可能为了提高票房数据而进行
造假。对此，猫眼第一时间否
认，称平台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
有这种干扰市场秩序的行为。
随着事件逐步发酵，除猫眼之
外，其他在线售票平台也出现了
异常退票的情况。

随着国内电影市场的发展，
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造假和恶意
营销。这些年来，除了常规意义
的票补外，《叶问3》式的洗钱刷

票、《三生三世》式的粉丝锁场等
都成为现象级的行为，这些现象
的出现不但暴露了国内电影市
场的机制漏洞，也不断拷问电影
从业者如何在发展中健全各种
机制。《后来的我们》出现的问题
在于在线购票平台和发行方同
为一体，在市场上权限过大，直
接对同档期其他影片的排片进
行了干扰，是一种不折不扣扰乱
市场秩序的行为。

5月2日，猫眼发布声明，表
示猫眼专业版于5月3日上线新
功能，2017年至今每日分影片退
票人次及退票率将全面透明。5
月 3 日，淘票票也发布消息，称
淘票票专业版已开放影片退票
率查看功能以及两周内发布票
房异动预警功能。

正当这起退票事件推动在
线售票平台完善机制时，导演丁
晟发布公开信质问光线传媒，他
执导的影片《英雄本色 2018》于
今年1月18日上映，累计票房为
6307 万，可谓惨败，“作为导演，
本不该蹚这事，但是，对十几家
投资方给我的信任我必须有所
交代”。丁晟在文中表示，要求
光线传媒提供发布会、媒体宣

传、路演等方面的具体宣传花费
以及票补方面的各个明细，包括
影片上映期间每天的补贴与活
动截图、票补出票量等具体票补
依据。但此举遭到光线传媒的
拒绝，光线表示没有权利和义务
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宣发明
细，而且影片品质是影响票房的
根本因素，票房不好不能都让宣
发背锅。对此回应，丁晟认为避
实就虚，所答非所问。

虽然结果我们目前不得而
知，但这场争议是有积极意义
的，宣发费必须要花，而且还要
花在点上，这样才能促进行业更
加规范，也会让今后的从业者在
制定宣发策略时更加谨慎。

事实上，不管是退票事件也
好，丁晟和光线的对峙也罢，这
些都是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发展
中显现出的弊端。出现问题是
正常的，从业者对其态度如何是
重要的，不管是行业潜规则，还
是习惯性操作，只要对产业有
害，势必早晚会浮出水面。如何
用积极的态度进行一场“刮骨疗
伤”般的治疗？这关乎中国电影
产业的未来走向。

中国电影急需“刮骨疗伤”

让郭德纲安生说相声吧
娱眼观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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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

宋立民教授的时评专栏
“一孔之见”刚开始是在媒体连
载，最后集结成书——《行走在
当下的孔夫子》。

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历史发
展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然而，
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角度，必有
不同的解读。宋著的立足点在
于“当下”，而核心观念在于“融
合”。

首先，为时评注入文化。
杂文或者时评，大忌讳是千部
一腔的“评论八股”，写来写去
就是几句格言、几个掌故，“曲
终显志”或者化为几乎是真理
的“鸡汤”。为什么我们至今还
喜欢读鲁迅杂文？一大缘故是
其中的文化含量。查《鲁迅全
集》“注释索引”，人名、团体、事
件、掌故……文化含量大得惊
人。所以，即便过去了近百年，
我们仍然看到了“当下”的影
子：揭出病苦，引发疗救的注
意。

作为开设“鲁迅研究”课程
30 多年的学者、当初《大河报》
的著名评论员，宋立民显然明
白“文化”二字的分量，所以，在
评论“掏鹰隼”、“天价鱼”、生态
保护、年节文化、“草原天路”、

“奥运精神”等新闻之际，他把
目光投向了孔子、老子、庄子、
荀子，以古例今，古今“互文”，
使时评具备了“文化普及”的特
色。

其次，将新闻嫁接经典。
“一孔之见”者，用孔子的经典
论述统领时评之谓也。全书42
篇文章，42 个具有代表性的新
闻事件，涉及信仰、诚信、公正、
求是、公益、师道，乃至幽默、童
心、吟咏，全部用儒家经典的原
句表达，大可窥见作者“为往圣
继绝学”的拳拳之心。例如用

“子入太庙每事问”说孔夫子的
“新闻实务”，用“朝闻道夕死可
也”概括“瓜贩楼主”冯其庸的

“大国学”——“所有真历史都
是当代史”，什么样的文化事
件、社会新闻不能够用孔子与
老子的原典解读呢？

可惜，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大家常常忘记了《论语》里五分
之一的句子都成了今天的成
语，不知道记诵经典的重要
性。而宋著的问世，充分显示
了立足“文化回归”的努力。

再次，让随笔走进专论。
看看宋著的引得，最多的一页
近20条，当是扎扎实实的“学术
著作”。而以孟子的恻隐、羞
恶、辞让、是非“四柱说”统领全
书，也的的确确是“学术”框
架。但该著作从落笔开始就没
有扎一个“学院派”的架子，而
是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的写法，把“学
术”用“随笔”乃至“演说”的口
吻讲出来。用“文明批评”的

“鲁迅风”加上讲故事的“随笔
气”，凝聚为流畅的文风。就可
读性而言，大中学生恐怕更喜
欢这样的叙述语气。

最后，用码字延续生命。
初见到宋教授，大家的印象是
两个字：年轻。而他的文字的
敏捷、元气、跳跃性，也同样昭
示着年轻。何以如此？新著后
记说得十分明白：“大哉孔夫
子，他告诉我们：‘发愤忘食，乐
以忘忧’是忘记年龄而防止衰
老最好的办法。”五年前，宋教
授开始重新注释《论语》，目的
一是吃透经典，普及国学；二是
汲取文学——表达方面的营
养，让笔头不至于生涩。所以，
这本著作是他精研《论语》的

“副产品”。
后记里，宋教授回忆了恩

师任访秋：“先生的最后一篇日
记写于1996年10月21日，只有
一句话：‘凭我的记忆，摸着写
……’彼时他已经双目失明。”
写作，对于宋教授已经是一种
克绍箕裘的师承、“乐在其中”
的生存方式。

随着新著首发式在商丘工
学院举行，宋教授自己也成为
世界读书日的一道风景。作为
同事与朋友，我知道，他的另一
个有关传统文化的专栏“联语
今诠”已经连载既久，期待他的
对于“当下”的精彩评论。

文化茶馆

细腻风光在当下
——评宋立民新著《行走在当下的孔夫子》

●简单按照概率计算，打职
业还真的比考清华北大难，电子
竞技不仅需要操作，更需要的是
头脑，世界顶级选手也没几个，职
业选手巅峰期也没几年，都是吃
的青春饭……

●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打小
霸王、魂斗罗、雪人兄弟、赤色要
塞。三年级到六年级打街机、铁
钩船长、拳皇、三国战纪、合金弹
头。上初中打 cs、cf、dota。到高
中了打2k、生化危机。现在到大
学打打吃鸡，对游戏兴趣也不是
太大了。还是怀念小时候和小伙
伴一起捏着手柄，对着电视大喊
大叫的时光。

●初中买了一台电脑，运行
不了网游，在玩腻了各种网站的
在线单机小游戏之后，我开始接
触了“网页游戏”。从天书奇谈到
弹弹堂、赛尔号、飘渺仙剑、奇妙
之旅、龙之刃、神将世界，都算是

还蛮不错的页游。后来有些
游戏倒闭了，有些停止更新
了，有些版本大改老朋友都
走了，我又接触了 KC“杀手
online”，一个杀手和警察斗
智斗勇的推理游戏，当然也
是个大型聊天室。到后来接
触了LOL两年，再到现在，没
什么特别想玩的游戏了。

读者点评《河之洲》深读《游戏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