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魁兴

好莱坞特工片《谍影重重 5》本是暑期
档“最后的疯狂”，观众希望看到的是精彩，院
线希望收获的是票房。然而，《谍影重重5》从

“谍影重重”变成了“叠影重重”，从希望的好评
如潮变成了失望的吐槽声声，这一切只因大陆
放映的《谍影重重5》是出品方环球影业专门
为中国内地观众转制的“中国特供3D”。

环球影业这次显然失算了。“镜头晃得
我都快吐了，惨不忍睹啊”，观众恶心到家
了。从2D变3D本来是想大赚一笔，结果是
费力不讨好。《谍影重重 5》上映三天，单日
票房就从开局的 7431万，下滑到 4955万，
再到4100多万，三日均跌幅超过30%。其
最终预估票房也从六七亿降到了 5亿。在
影评人韩浩月看来，这更像是片方和院线在
联手挖坑，只不过这回是给自己挖了个坑。

电影从2D变成了3D票价就可以上涨几
元甚至十几元，院线想的显然是票房，在“特供
3D”遭遇观众和影评人汹涌的恶评后，有影院
又开始以2D版本为卖点，真是一个巨大的讽
刺！技术本身没有过错，错的是技术背后的
人，错的是“中国特供”。3D不能泛滥，更不是
什么影片都可以拍3D版。亚伦西姆斯（中国）
公司顾问李菲认为，只有几类电影是适合做
3D的，比如魔幻、科幻、武侠，尤其是动画片，
一些内容为王的电影就不宜做3D，否则就容
易让形式喧宾夺主掩盖了内容。

还是那句老话，电影是拍给观众的艺
术，你不尊重艺术不尊重观众，观众就会用
脚投票让你下不了台。9

□林强

在暑假即将结束之际，《冰川时代5：星
际碰撞》终于席卷而来。作为冰河世纪的系
列片，它没有让我们失望。

“星际碰撞”把冰川时代的故事延伸至
太空，调皮的松鼠奎特为了追逐松果，误上
了宇宙飞船，并偶然引发宇宙事件，诱发星
球撞向地球，灾难威胁着冰川时代的世界。
其貌不扬的黄鼠狼巴克肩负起领导拯救世
界的使命，巴克带领冰川世界的成员们：话
痨树懒希德、猛犸象曼尼、剑齿虎迪亚哥以
及其他的动物族群，把将要撞击地球的星球
引到另一个地方，最终大家历尽千辛万苦，
众志成城，完成了拯救冰川世界的使命。

“星际碰撞”延续了好莱坞动画电影一
贯的制作水准，影片故事线索清晰，情节紧
凑，观看过程充满紧张与刺激。精良的3D
制作，构建了气势恢宏、色彩丰富的外太空
世界、冰川时代以及逃离过程中的新大陆。
影片的画面具有水晶般质感，3D效果非常
棒，加上全景声效，听起来更清晰舒适。

作为冰川时代的系列电影，“星际碰撞”
同样延续了之前几部的搞笑和温情，不过也
给观众留下了小小的遗憾，因为它将是冰川
时代系列的告别之作，自2002年诞生，从冰
川时代1，到“消融之灾”、“恐龙黎明”、“大陆
漂移”，再到终结篇“星际碰撞”，冰川时代无
疑刮起了一股远古旋风。一路走来，松鼠、
猛犸象、剑齿虎、树懒等等仿佛已经成为我
们的老朋友一般，那些冰川时代的种种逸闻
趣事也仿佛我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9

□小糊涂

由杰克·吉伦哈尔、瑞秋·麦克亚当斯主
演的美国动作励志大片《铁拳》于9月2日登
陆中国院线，拳拳到肉的搏击场面令人震
撼，杰克·吉伦哈尔饰演的爆裂拳手从生活
谷底奋起反击、重新赢回家庭与人生的励志
故事也感人至深。

《铁拳》中的比利·霍普（杰克·吉伦哈尔
饰）曾是一位知名的左撇子拳手，靠着冷酷
野蛮的出拳为自己赢得拳王的荣耀，一次枪
击意外打破了他和妻子莫琳（瑞秋·麦克亚
当斯饰）及女儿莱拉（奥娜·劳伦斯饰）的幸
福生活。比利开始自暴自弃，女儿也被送往
福利机构。这时他才幡然醒悟，并在教练提
克（福里斯特·惠特克饰）的帮助下重返拳
坛，以挽回女儿的尊重和爱以及自己职业生
涯的希望……

扮演拳王比利的著名影星杰克·吉伦
哈尔为演出这个角色吃尽苦头，他没有任
何拳击经验，但跟他演出拳击戏的演员全
部是真正的职业拳手，在打斗过程中，吉伦
哈尔的肋骨几度受伤，下巴也被打烂好几
次，但每次导演要求暂停拍摄时，他都会拒
绝。《铁拳》顾问之一拳王泰森称吉伦哈尔：

“他完全可以做一个专业的拳击手！”
作为一部动作励志大片，对亲情的描述

也是《铁拳》的重中之重，片中父女间的真情
令人动容。在好莱坞，吉伦哈尔以超越同侪
的演技闻名于世，这次在《铁拳》中，他仍为
熟悉他的观众带来了一次有别以往的体
验。9

“网游”进电影：
“微微一笑”很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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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九月，每年6月1日-8月31日的电影暑期档也告谢幕。作为主流的学生观影

群体要各回课堂为青春背书，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盘点票房，却整体冷清。从今年第二季

度开始的票房下跌现象没有多少扭转，数据显示，7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约为45亿元，比

去年暑期档同期下降约18.2%，8月份，在《盗墓笔记》《使徒行者》等影片的带动下，票

房虽有所反弹，但总体来看，今年暑期档票房表现不尽如人意。收官阶段和“后暑期档”

的电影市场表现如何？本期“观影”择要点评。

□张成

在国产电影票房整体冷清的暑期档，电
影《微微一笑很倾城》低调上映。从类型上
说，它是一部基于小说改编的爱情电影；从
题材上说，它的主题是近年来略显泛滥的

“致青春”；从画面看，它五毛特效、惨不忍
睹，制作不够用心，圈钱气息浓厚；但从叙事
手法上看，它则完成了一个特立独行、前所
未有的创举：把网络游戏搬进电影——毕竟
在这个缺乏创新的年代，任何敢于尝试的努
力都应该得到鼓励。

差强人意的改编

选择将同名小说《微微一笑很倾城》改
编为电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举动，因为
这其中包含着多数改编电影所从来没有面
对过的难题。有些小说仿佛就为电影而生，
如《哈利·波特》《魔戒》系列小说，稍加润色
便成功成为畅销电影；有些小说本身籍籍无
名，如《阿甘正传》，却被电影赋予了第二次
生命，成为名垂青史的经典；而有的小说，纵
然本身质量不俗，却非常不适合电影化，如
《百年孤独》与这部《微微一笑很倾城》。经
典绝伦如《百年孤独》，受制于其叙事结构，如

果强行被改编为电影，也只能沦为不知所云
的平庸之作，而《微微一笑很倾城》用了大量
篇幅描写两个主人公在网络游戏中的生活和
互动，这一部分也就成了改编的首要难题，在
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导演选择用演员穿古
装来模拟游戏中的情景，这一创新固然可贵，
但把玩家在游戏里的对话直接照搬到电影
中，由演员有板有眼地念出，这种二次元与三
次元的碰撞所产生的浓烈的中二感，让不少
观众高呼：“好尴尬！看不下去了！”

与众不同的“青春”

不管是《那些年》《致青春》，还是《栀子
花开》《小时代》，都是芸芸众生的不同层次、
角度的青春。有人说：“那些年，我们班上没
有女孩。”又有些人说：“那些年，我们班上全
是没人追的女孩。”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过去，没有哪部电影能代表每一个人的
18岁。《微微一笑很倾城》选择了一个广泛存
在、但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忽视的群体：游
戏党。电影刻画了一群不同于以往青春电
影的主角，他们没有沈佳宜与柯景腾并肩而
行的浪漫小街，也没有林萧顾里生意场的光

鲜亮丽、钩心斗角，却多数都像片中的贝微
微，就算天生丽质，也疏于打扮、不修边幅，
喜欢穿着起球的毛衣宅在宿舍或逗留网吧，
在游戏中寻找自己另一种人生。

长期以来，游戏都被视为一种不务正业的
嗜好，在主流媒体中受到打压。尽管电影品质
平平，但相信不少热爱或者曾经爱过游戏的观
众，都能在不少情节中找到失落已久的共鸣。

彩蛋里的故事最真实

《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尴尬和笑点五五
开。虽然网游部分的处理差强人意，但电影
还是能够时时让你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更
有一处堪称《半泽直树》大结局一般的点睛
之笔在电影片尾出现：在带你领略了近两小
时的“游戏里也能找到真爱”的浪漫主义爱
情幻想后，又用现实主义的大锤狠狠敲醒了
你，彩蛋里的故事才是真正的现实，在这个男
人女人傻傻分不清楚的网络世界中，有情人
终成眷属似乎都是“别人家的故事”，而自己
往往是一往情深后怅然若失的情场落魄者。

电影也好，小说也罢，故事就是故事，认
真你就输了。9

□经闻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对于计
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一度成为舆论热点。而
在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到政策的理论来
源——《新人口论》。于是这篇论著的作者
——马寅初，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马寅初，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教
育学家和人口学家，曾担任民国时期南京政
府立法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
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
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
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
校长等职。他一生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在
经济、教育、人口理论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
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身上有着一股
耿直的韧劲，也正因这股韧劲，他历经三个
时代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
他的论著也曾饱受争议。

当一切争议被历史尘封以后，为了客观
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寅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于近期再版了新华社高级记者杨建业所
著的《马寅初传》。

1986年出版的《马寅初传》，真实、生动
地再现了马寅初坎坷而光辉的一生。书中
细致描绘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
陈毅、邓颖超等新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以及
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全面披露了中共
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内情，充分反映了中国
优秀知识分子的命运、生活道路和品格风
范，再现了中国近百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此
书首次出版，便以其史料的权威性、记述的
客观性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以及马寅初家人的充分肯定，陈云特为本书
提写书名。

本次再版中，作者杨建业对全书进行了
一次全面增订，进行了必要补充和修改，新
增了39张有关马寅初的珍贵工作和生活照
片，并着重增加了马寅初去世以后，党和国
家采纳他在《新人口论》中的建议，把“计划
生育政策”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的史料，以
及政策执行情况简述，将历史与现实做了一
个很好的连接。

继《马寅初传》之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还将再版马寅初的代表著作《我的经济理
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这两本书的出
版，将有助于广大读者重识马寅初，重识传
统知识分子的胆识与风骨。9

书名：《人民币崛起与日元之殇》
作者：于泽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16.09
分类：经济/金融

中日货币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并且具有
时代意义的课题。《人民币崛起与日元之殇》历
时3年完成，借用东方的思维视角和西方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审视当今全球经济界最为
关注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作者于泽是中央
电视台前国际频道新闻主播，曾对话过全球众
多政府首脑及金融界顶级人士, 包括澳大利
亚的霍克前总理，基廷前总理，美联储前任主
席格林斯潘先生，美前任财长萨默斯博士，以
及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福布斯先生等。

书名：《洞察人性》（阿德勒心理学经典文丛）
作者：[奥地利]阿德勒
译者：张晓晨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16.08
分类：哲学/心理学

阿德勒，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
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现代自我心
理学之父。代表作有《自卑与超越》《生活的科
学》《神经病的形成》《自卑感》等，他将精神分
析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
自我心理学，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书分“人的行为”和“性格科学”两
大部分。作者运用个体心理学的原理，对人的
性格进行了科学的剖析，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
和社会感，强调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形成
性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书名：《那几年，卡夫卡》
作者：[奥地利]卡夫卡
译者：孙坤荣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16.08
分类：外国文学/游记

本书收录了卡夫卡的四次旅游日记：其中
1911年 1月-2月在北波西米亚地区、1913年
9月在维也纳的部分是独自所写，而在1911年
8月-9月、1912年 6月-7月，卡夫卡与挚友勃
罗德约定同行并写同一题材的日记，所以本书
不仅有卡夫卡这两次的旅行日记，附录中还包
含勃罗德与卡夫卡的平行日记。二位作家从
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在旅行途中所见的自然和
人文景观，及各自的看法和感受，二人著作互
相点题，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交相辉映，独到
之处却又耐人寻味。

书名：《法国和比利时游记》
作者：[法]维克多·雨果
译者：徐知免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16.08
分类：外国文学/游记

《法国和比利时游记》是雨果在法国和比
利时，以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一带旅行
时的书信、札记合集。作者经历名城、乡野，流
连于古代建筑、教堂和博物院，探寻了无数城
堡遗址，举凡山川形胜，朝晖夕阳，雾气弥漫的
涧谷，波涛汹涌的大海，他都一一加以描绘。
在这些记述中，诗人雨果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
与宇宙意识，超凡的想像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呈现了大自然无可比拟的壮丽。

重识中国
人口学第一人
——马寅初

“中国特供”：
让中国观众恶心到家

“星际碰撞”：
冰川时代的太空绝响

《铁拳》上线：
拳击台上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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