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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功

《空天猎》《羞羞的铁拳》《缝纫机乐队》

和《追龙》《极致追击》《英伦对决》，是刚刚过

去的 2017“国庆档”角逐电影市场的六大“种

子选手”。“国庆档”呼啸而过，载着它们的成

败忧乐。

《羞羞的铁拳》以近 15 亿元的票房遥遥

领先，成为 8 天长假最大的赢家，国产喜剧

片继续劲吹东北风。

同样靠东北地方元素支撑的喜剧片《缝

纫机乐队》就没那么幸运，上映 8 天票房不

过 2.5 亿元，原因或许与主创大鹏在片中融

入高速发展时代保护城市文化根脉的思考，

从而冲淡了喜剧味儿有关。

《空天猎》节前被普遍认为是接棒《战狼

2》的又一国产军事巨制，然长假结束，票房

不足 1.7 亿元，虽位居 12 部“国庆档”电影中

游，但与业内预期相差甚远，究其因，选角和

剧情当为两大问题项。

其他如《追龙》《极致追击》《英伦对决》，无

论内容还是韵味，都带有文化元素的异质感。

《追龙》是王晶的“还魂”之作，3.9 亿元

的票房差强人意，影片展现的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港味儿，套用美国电影《美国往事》的

片名，或可称为一部英国殖民时代的“香港

往事”，其影像艺术为香港回归在历史必然

之外又呈现了一层社会必须。

《英伦对决》作为成龙的转型之作，4.4亿元

的票房携带着成龙电影巨大的吸睛惯性。但该

片貌似有更大价值，其透射的中国人在境外维

护自身利益、伸张自我正义的内核，与此前《战

狼2》《杀破狼3》的诉求有一定共通性。遗憾的

是，“在英国生活的越南华裔”这一含混奇怪的

人物身份设定，对上述意义构成了消解。

最后，《极致追击》外形采用与《英伦对

决》相似的中西合璧，但不幸的是它成了一

个失败的案例，投入 2 亿元的制作与不足

1600万元的票房，中间巨大的亏空留给电影

人的思考太多太多……2

□张光茫

国庆档期里的一个
文学事件是 2017 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
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
雄。

石黑一雄，1954年
生于日本长崎。五岁
时，父亲石黑静男因替
英国北海石油公司工
作，全家移民英国。

石黑一雄的写作兴
趣最早源自对侦探小说
的喜爱。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英国就读的公立小学
进行现代化教育试验，不设“课程”概念，校长鼓励学生自
主选择。石黑一雄开始阅读福尔摩斯，并尝试模仿维多
利亚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写作，从那时起，他意识到：“当
你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写作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高中毕业后，石黑一雄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并坚持
记日记，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同时他还做过不
少兼职，开拓了眼界。

1982年，已经分别在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获得文
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的石黑一雄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远
山淡影》。小说以二战结束初期的日本为故事背景，以居住
在伦敦的日本寡妇悦子作为叙述者，大女儿景子的自杀使
她回忆起二战后她在长崎的生活，记忆一点点被点亮、激
活，如早已不流血的伤疤一般隐隐作痛。整部小说挑起的
回忆若隐若现，并未直面战争的眼泪、鲜血与剧痛。尽管有
诸多青涩之处，28岁的石黑一雄笔下流淌的哀伤与对个体
生命体验的洞察，还是让英国文坛眼前一亮。

初试牛刀的石黑一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大约四
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在《远山淡影》中有一条支线，
讲述一位老教师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构建的价值观，石黑
一雄以此展开，写下第二部长篇《浮世画家》（1986年），展
现一位二战时曾帮助宣扬军国主义的日本浮世绘画家在
战后的回忆、反思和忏悔：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
在为一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这部小说获“布克奖”提
名，并摘得1986年“怀特布雷德奖”，被译成十余种文字。

延续《浮世画家》的主题，石黑一雄再度尝试写“荒芜
人生”的主题：“当你年轻时，你在意的都是自己的事业，
最终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三年后，石黑一
雄的第三部作品《长日留痕》（1989年）问世，将背景置于
英国乡间，书写了一位英国老式贵族宅邸的男管家为维
护尊严而压抑情感、否定自我的悲剧人生。小说甫一出
版就引起巨大轰动，销量百万余册，摘得布克奖，并被改
编成电影，激起了英国观众对昔日大英帝国荣光的回忆。

《被掩埋的巨人》是石黑一雄耗费十年写就、带有奇
幻色彩的巨著，成为2015年文学界的“大事件”。小说以
公元五六世纪的不列颠岛为舞台，写传奇人物亚瑟王死
后的故事，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比邻而居，看似和平，却
陷入失去记忆的苦恼中。石黑一雄设置了一只呼吸能让
人丧失记忆的母龙，同时制造了两难境地：如果杀死它，
这个族群就能回想起自己的过去，但同时也会记起仇恨，
引发战争。杀，还是不杀？他想借此探讨的是，一个个
体、民族和社会，究竟应该记得什么，又该忘记什么。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的石黑一雄，小说风格趋向多
元化，更加国际主义，而且游走于科幻和魔幻之间，小说
也更充满史诗气息，却并不局限于历史，它是石黑一雄从
个人记忆跃向集体记忆的写作尝试，通过充满荒诞色彩
的小说，构成了对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掩埋历史记忆
的讽刺。

因为小时候经常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
诃夫的作品，石黑一雄表示，这些作家对他的写作风格影
响最大，再就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虽然是
日裔，石黑一雄喜欢的日本作家却只有村上春树一位，他
觉得村上春树的小说很国际化。9

从个人记忆
跃向集体记忆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石黑一雄的人生及作品

石黑一雄

周末侃影

石黑一雄作品中译本：

□吴小妮

《极致追击》值得关注之处并不是

它本身有多优秀，而是它在中国电影快

速发展过程中对工业化制作的一次探

索。百余年来，作为世界电影中心的好

莱坞，虽然因为分工明确、流程严格，其

工业化制片体系饱受“让天才窒息”的

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好莱坞高效率

的吸金能力为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经济保障。

《极致追击》的制片过程正是模仿

了好莱坞制片的一贯风格，同以往把中

国演员送进好莱坞的合拍片不同，本片

采用了类似于《长城》的模式，邀请好莱

坞知名影星加盟，主要班底依然由华人

演员构成。与《长城》不同的是，《极致

追击》的拍摄资本完全来自国内，是一

部名副其实的国产片。

做出了工业化的探索，并不等于就

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对于《极致追击》而

言，非常遗憾的是，尽管它拥有奥兰多·
布鲁姆、吴磊、任达华等明星阵容，却在

编剧环节乏善可陈。究其因，正是对好

莱坞模式的过度迷信，对拍摄日程不知

变通的死板恪守，加之“国庆档”竞争激

烈，更短的影片等于更多的排片，商业

片不求艺术有功、但求利润丰厚的本质

此时更加凸显，这使得原本节奏还算紧

凑的电影却留下了一个烂尾的结局：三

方势力冲突对峙的紧张时刻，剧情戛然

而止，像是硬生生被切断一样，虎头蛇

尾的故事令人失望。

《极致追击》学到了好莱坞的皮毛，

却没有学到真正推动好莱坞电影风靡

世界的内核。豪华演员阵容也好，绚丽

都市风光也罢，作为一部典型的商业电

影，需明白外部技巧的终极目的都应该

是为叙事服务的。9

中国电影的
工业化探索

《极致追击》

□黑王辉

对于网剧出身，以《屌丝男士》声名

鹊起的大鹏来说，靠反差博取观众的眼

球，自然是手到擒来。这在他执导电影

的命名上便有反映，2015 年他的处女作

《煎饼侠》，把“煎饼”和“侠”放在一起，带

来的反差就很具有搞笑意味。今年“国

庆档”上映的他的《缝纫机乐队》也是如

此，曾经的家庭必备，突然变成乐队名

字，也让人感到极度违和。

和《煎饼侠》一脉相承，《缝纫机乐

队》同样有众多网剧“笑料”，但经过两年

的沉淀，明显看出大鹏的进步，故事更完

整，情节也更紧凑了，并且这一次，大鹏

把故事搬到了自己的家乡——集安，吹

响摇滚乐的集结号。不过，与其说《缝纫

机乐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不如说

它是一部暗藏刀剑的悲剧，它用喜剧效

果，将现实撕裂给观众看，以引起观众的

同情和共鸣。让唐朝、超载、黑豹、二手

玫瑰、鲍家街 43 号等曾经的摇滚大神为

摇滚站台，让缝纫机乐队和曾经的 be-

yond 乐队成员黄贯中、叶世荣同台演

唱，这些不可能一旦成为可能，便以别样

的方式打动了人心。一首首贯穿其中的

摇滚乐，恰到好处，和剧情相得益彰，为

《缝纫机乐队》加分不少。

作为一部转型之作，《缝纫机乐队》

也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乐队

成员热爱摇滚的动机过于牵强，有生拼

乱凑之嫌；笑料似曾相识；情感线稍显羸

弱；明星大咖打酱油太过明显等。这些，

都使它不会复制《煎饼侠》的票房奇迹，

由此也验证着大鹏的含金量。9

□吕冠兰

“开心麻花”，这个在前些年还名不

见经传的喜剧团队，最近三年，经过春

晚的一鸣惊人、《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

目的实力比拼，尤其凭借着 2015 年“国

庆档”《夏洛特烦恼》的声名鹊起、2016

年 10月底《驴得水》的实力验证，已经成

为我国喜剧界响当当的品牌。而今，它

的第三部电影《羞羞的铁拳》在“国庆

档”一经推出，就又一次爆笑影坛。

“开心麻花”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从《夏洛特烦恼》到《驴得水》，再到今天

《羞羞的铁拳》，它们都是由同名话剧改

编而来，当它们还是话剧时，就已经受

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改编成电影，尽

管要经过剧情的调整，但演员对作品早

已驾轻就熟，如鱼得水。虽然一些电影

桥段还有着话剧痕迹，但瑕不掩瑜，并

不阻碍它们成为精品。可以说，《羞羞

的铁拳》和《夏洛特烦恼》是一脉相承

的，主演依旧是“开心麻花”团队中名头

最响亮的“三人组”——沈腾、马丽和艾

伦，艾伦不过和沈腾对调了一下，成为

第一主演，他已经继沈腾之后，成为“开

心麻花”的当红小生。在《羞羞的铁拳》

中，艾伦的娘娘腔和马丽的女汉子相得

益彰。男女互换身体的剧情虽然不算

新鲜，但经过“开心麻花”的精心打造，

妙趣横生，笑点成串，两人的“神演技”

给影片增彩不少。扎实的剧本，过硬的

笑功，让《羞羞的铁拳》不负众望。

“麻花出品，必属精品。”对于质量

参差不齐的国产喜剧电影而言，这种评

价是难得的。“开心麻花”的成功启迪同

行，只有把尊重观众智商内化到创作

中，才能拍出来好作品。9

实力认证
不负众望

《羞羞的铁拳》

□谢丽成

有范冰冰助力，王千源、吴秀波和

王学圻等实力派演员助阵，又有空军

的支持，引来歼 11B、歼 10B、歼 10C、

歼 20、运 20、空警 500等我国空军现役

装备齐上阵，“国庆档”亮相的军事题

材电影《空天猎》自然非同凡响。

出身军人家庭，因军旅题材电视

剧《士兵突击》广为人知的李晨，将自

己执导的首部电影聚焦于军事题材，

也在意料之中。况且，军事电影也极

为顺应我国目前的电影发展形势。一

直以来，军事电影都是国产电影的短

板，装备不如人，特效不如人，故事不

灵活，人物形象高大全，又需担负重大

保密责任，因此，军事电影一向出产较

少。还好，2015 年，吴京执导的《战

狼》出现后，状况得到改观，而今年 7

月上映的《战狼 2》更点燃了观众对军

事题材影片的热情。爱国心、报国志、

主旋律、正能量，一时成为热议话题。

《空天猎》在此背景下出现，接档《战狼

2》，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吸引观众。

其实，和《战狼》相比，李晨的起点

还要更高一些，我军最先进的战机、运

输机、预警机任由调配，组织一场精彩

纷呈、让观众眼花缭乱的空战大戏自

然不在话下。事实也正是如此，影片

中，无论是我军内部演习，还是和恐怖

分子交战，都场面精彩，可圈可点。

只可惜，《空天猎》无论细节描绘、

情节推进，还是人物塑造，都做得不够

好，算不上一部质量过硬的剧情电影，

因此不可能像《战狼 2》那样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

初出茅庐的李晨是努力的，导演

处女作很不错。但，军事电影仍需再

接再厉。9

军事电影
需再接再厉

《空天猎》

进步虽大
奇迹难再

《缝纫机乐队》

制图/刘竞

10月13日

《天才枪手》（泰国），剧情/犯罪/悬疑 ★ 《回到火星》（美国），剧情/爱情/科幻 ★ 《大闹天宫》（中国内地），动画 ★ 《情遇曼哈顿》（中国内地），喜剧/爱情

《我的妈呀》（香港/马来西亚），剧情 ★ 《你往哪里跑》（中国内地），喜剧 ★ 《笔仙咒怨》（中国内地），悬疑/惊悚 ★ 《十八洞村》（中国内地），剧情

10月14日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比利时/法国）喜剧/动画 ★ 《了不起的小家伙们》（中国内地/美国），剧情/儿童/奇幻 9

电影时讯 “国庆档”后第一个周末，一大拨儿电影将上映，以今日最为密集。具体信息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