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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这一天，内
地 单 日 票 房 突 破 5
亿。虽是七夕，但爱情
电 影 并 没 有 成 为 主
角。除了战天斗地的
混世魔王小哪吒，港片

《使徒行者 2：谍影行
动》借势出击，取得了
1.57亿的开画成绩。

关于“使徒行者”
这个 IP，相信很多港
剧、港片迷并不陌生，
这大概是继《无间道》
系列之后，在华语地区
掀起最大波澜的卧底
故事，亦让式微的TVB
看到走出低谷的希望。

香港有着首屈一
指的影视工业体系，自
造IP能力极强。一部
成功作品，就是一个宇
宙。2016年8月，影版

《使徒行者》公映，最终
票房突破6亿人民币，
豆瓣评分6.8，在近年较
为纯正的港片中，可谓
出类拔萃。然而，改编
这门生意也并不全能
赚得盆满钵满。2015
年的春节档，同样由热
播剧集改编的电影《冲
上云霄》，则在全年最容
易捞金的档期，仅仅入
账1.5亿票房，豆瓣评分
只有 4.4。除此之外，

《变节：潜罪犯》《十月初
五的月光》等“剧而优则
影”作品，更是不复当年
的收视盛况，潦草上映，
铩羽而归。

究其原因，恐怕与
创作者急功近利的心
态密不可分。内地市
场日益蓬勃，香港影人
北上众多。想抱着原
作IP下金蛋，却又不愿
付出相应的成本打磨
作品，事实证明，快钱
没那么好挣。电视剧
和电影，虽相近，却也
相远。买票走进影院
的观众，怎么可能满足
于看到一部快进的、剧

情无聊的电视剧剧场
版，或者是挂羊头卖狗
肉的“冒牌货”？在这
里，影版《爱情公寓》倒
有 很 多 经 验 可 以 分
享。《使徒行者》系列之
所以能够成为改编 IP
中的成功范例，大概就
胜在创作者们守住了

“初心”——尊重作品，
尊重自己，尊重观众。
诚然，资深 TVB 监制
文伟鸿导演作为“电影
新人”在技法上尚不成
熟，影片无论剧情、镜
头、节奏感，还是场面
调度，甚至演员调教
上，都难称完美。但

“使徒行者”这个TVB
的亲生儿子，从出生那
天起就被珍视，被规划
出 理 想 的 成 长 途 径
——从局限在香港本
地的卧底戏，到对标

“碟中谍”系列的全球
特工大片，无论格局还
是制作理念，都有了跨
越式的升级。相较于
那些“快闪”作品，“使
徒行者”系列已经算得
上进展稳健。时至今
日，当无厘头喜剧、武
侠片、黑帮片、赌片等
曾经见证香港电影黄
金时代的类型片已经
被“与时俱进”地改良，
或逐渐边缘化，似乎也
只有警匪片在拼命保
留着最后的倔强。今
年，《反贪风暴4》《扫毒
2》均收获不错的票房，

《使徒行者2》又成为暑
期档的主力影片之一，
可见“阿 sir”们强大的
号召力。

有 消 息 称 ，2020
年《寻秦记》电影版也
有望上映。剧版播出
近 20 年后，劳模古天
乐依然在不知疲倦地
工作着，而项少龙是
否 会 再 次 创 造 奇 迹
呢？

剧而优则影还灵吗？
使
徒
行
者
们
的
情
怀
生
意

□史小努比

□王不动

算上《使徒行者 2：谍
影行动》，这已经是内地观
众今年第四次在大银幕上
看到古天乐了，《反贪风暴
2》《追龙 2》《扫毒 2》，再加
上这次和张家辉合作的《使
徒行者 2》，不知道香港电
影是不是要像漫威那样打
造一个“古天乐宇宙”。香
港影坛能扛起票房的演员
实在是少，所以当张家辉和
古天乐在影片中从童年过
渡到成年后，我都感觉台词
应该是“50年以后，兄弟再
相遇……”

虽然名字是“使徒行
者”，但《使徒行者 2》和
2014 年 TVB 同名电视剧，
2016 年 的 电 影《使 徒 行
者》，以及 2017 年电视剧

《使徒行者 2》，除保留找
“黑警”这一主线外，并没有
任何故事逻辑上的关系，电
影的人物、故事架构都是另
起炉灶。当然，以上影视作
品的导演均是文伟鸿，编剧
也都是关皓月，这样看来也
是一种港片精神的延续和
扩展。

和很多港片一样，《使
徒行者 2》的情节不复杂，
张家辉和古天乐饰演一对
自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兄

弟，其中一人被恐怖集团
绑架，训练成童军，成年后
被安插到香港警方当“黑
警”，因一桩恐怖罪案，两
人再相见，随着调查的深
入，这个恐怖组织也逐渐
浮出水面。不过导演显然
并没有把“谁是黑警”当做
主线，在影片中段就早早
揭开谜底，而是把“兄弟
情”作为主线来叙述。虽
然“使徒行者”几次更换内
容，但这个系列的最核心
要素是警匪对峙、动作场
面和兄弟情，从这些方面
来讲，文伟鸿交出的这份
作业还不错，不管是在缅
甸仰光闹市的追车枪战场
面，还是片尾西班牙奔牛
节的重头追击戏，都能看
到这次剧组明显不差钱。
港片能把观感做到这样，
让观众恍惚间有一种欣赏
好莱坞电影的既视感，这
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至于导演着重渲染的
兄弟情义，观众的感触并不
深。如果不是片尾古天乐
的“死而复生”，观众很难体
会到失散多年的两人为何
会有这么深的过命交情。
还是那个原因，香港电影对
古天乐的利用太过频繁，基

本上每部电影里都有他，观
众明白他很努力，也可以对
他的演技缺陷进行包容，但

“代入感”这种私密情绪，观
众很难用包容来谅解。

在剧情方面，观众可以
以捉bug为乐了，黄志忠麾
下的恐怖集团，居然没有一
个 IT 精英，精心布置的计
划居然被一个黑客给锁了
系统。观众也不明白他为
什么要费尽心思来搞事，全
片下来动机不明，最后死得
也太容易了。还有张家辉
和古天乐片尾的联手杀敌，
头部中弹的古天乐居然还
能活下来，让观众感受到了
导演的刻意而为，虽然看起
来很过瘾，但始终觉得憋
屈。《使徒行者》这个 IP 是
块金字招牌，观众期待看到
的不仅仅是场面升级，剧情
升级才考验内功。

和《扫毒 2》一样，《使
徒行者2》也占尽了暑期档
的光，虽然质量欠佳，但在
这个夏天，依然卖出了首日
过亿的好票房，这一方面说
明了内地观众的包容，另一
方面也验证了暑期档需要
更多好作品来满足观众的
观影需求。

港片还能折腾出新意吗？

《使徒行者2》海报

电视剧 评分

《使徒行者》2014 8.2

《使徒行者2》2017 6.9

《上海滩》1983 8.3

《难兄难弟》1997 8.9

《潜行狙击》2011 8.4

《澳门街》2000 8.7

《冲上云霄》2003 8.2

《冲上云霄2》2015 7.6

《寻秦记》2001 8.3

电影 评分

《使徒行者》2016 6.8

《使徒行者2》2019 6.6

《新上海滩》1996 7.6

《精装难兄难弟》1997 7.7

《变节：潜罪犯》2011 6.1

《十月初五的月光》2015 2.5

《冲上云霄》2015 4.4

《寻秦记》2020 暂无

部分TVB剧集及改编电影

2019年7月31日郑州晟至瑞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权益人（以
下称“权益人”）清退手续截止办理
后，权益人总数为2007人、权益金
额为439,999,383.31元。为履行
《新公司设立协议》，更好地保障权
益人的权利，管理人决定召开第一
次权益人会议,选举资产管理委员
会委员3名。经权益人会议规范、选
举和授权的委员会，是所有权益人
的唯一代表，对资产管理事务拥有
决策权和监督权。资产管理委员会
的决议对所有权益人具有约束力。

本次权益人会议通知如下：
一、会议形式
本次权益人会议采用线上和

现场会议结合的方式举行，所有报
名、参会资格审查和投票程序都通

过会议系统进行，不熟悉会议系统
使用的权益人可由亲友帮助或到
指定地点由工作人员协助操作；会
议结果由会议系统自动生成，并由
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进行见证。

二、会议通知和参会资格审查
1.本次会议将以报纸公告的

形式（电话、短信和微信作为辅助
形式），通知已经签署《新公司设立
协议》的权益人。

2.权益人应于2019年8月12
日至2019年8月30日现场会议投
票截止前，用手机关注“郑州晟至
瑞”微信公众号并登录“郑州晟至瑞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权益人会
议”系统，进行身份认证和参会资格
审查（已经签署《新公司设立协议》
的权益人数据已保存在系统中）。

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1.自荐作为资产管理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的权益人，应在2019
年 8月12日至2019年 8月 26日
期间，填写《候选人登记表》和《自
荐书》，并携带本人身份证、三个月
内的个人征信材料等，到金石投管
客服中心进行身份认证、候选人资
格审查及录制自荐视频；

2.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的资料将在会议系统进行公示。

四、权益人会议
1.权益人会议议程
选举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

——每个权益人可向公示的资产
管理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投一票，加
权权益人的权益份额后，得票权益
份额最高的前3名候选人当选为

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资产管理委
员会另外2名委员由管理人任命。

2.线上投票自2019年8月27
日10:00至2019年8月30日现场
会议投票截止时止。

3.2019年8月30日10:00于
金石投管客服中心召开第一次权
益人会议；因郑州市集会政策和场
地限制，参加现场会的人数核定为
50名（包括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投票期内，权益人可通
过会议系统预约参加现场会，按预
约成功的时间先后排序，额满为
止。现场会不接待未预约参会的
权益人。

4.权益人会议现场公布会议
系统的投票结果，权益人可在公众
号上点击观看会议视频。

五、其他事项
1.本通知最终以郑州晟至瑞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权益人会
议系统公示为准。

2.未按规定登陆会议系统进
行投票的权益人，视为自动放弃参
加会议和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力。

3. 金石投管客服中心：郑
州市金水区花园路与农业路交
叉口向东 200 米路北，联系电
话 ：0371-63381771，联 系 人 ：
许女士。

特此通知。

河南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晟至瑞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8月6日

关于召开郑州晟至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权益人会议的 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