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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年前观众对电影的冷漠相比! 走进影院看电影

目前正逐渐成为都市里不少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电影也已经成了人们文化生活中一道不可缺少的大餐"

#英雄$#夜宴$#集结号$#满城尽带黄金甲$#赤壁$等一部

部大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

中国式大片功过参半喜中有忧

曾几何时! 美国大片一度对中国的电影市场造成冲

击"

!""#

年在中国上映的&泰坦尼克号$曾创下了
$%&

亿

元的票房记录%

'中国式大片始于&英雄$!(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

系主任张阿利教授说!)

&'(&

年!当这部具备了高额的投

资!聚集起大牌导演*明星阵容!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配

合高密度宣传推广的影片一经推出! 在中国电影市场引

起了高度关注!国内票房达
&%)

亿元" (

从
&((&

年的&英雄$!到
&(()

年的&十面埋伏$!再到

&((*

年的&无极$!以中国内地电影人为主创的大投资影

片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被视为+中国式大片(的雏

形"此后!&夜宴$&集结号$&满城尽带黄金甲$&赤壁$,,

一部又一部大片相继推出%

张阿利说! 中国式大片学习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制

作理念*现代影视技术语言以及市场推广经验!把中国的

观众重新吸引进电影院!这是中国式大片最大的贡献%

从市场效益上看! 这几部大片的成绩无疑值得肯定!张

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甚至创下了
&+,

亿元的票房神话%

然而! 目前问世的中国式大片还远未达到电影人创

作的初衷及观众们期待的目标%在票房一致飘红的同时!

许多影片却陷入了评论上的巨大争议% 中国式大片雏形

初现的同时!一个+叫座难叫好(的困局也随之形成%

在刚刚结束的第
&"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比中!+票

房大鳄(&满城尽带黄金甲$ 在所有入围影片里票房排行

老大!而投票不但输给&集结号$&云水谣$等电影!连&隐

形的翅膀$ 都竞争不过! 众多单项奖里只有周杰伦入围

+最佳男配角(一项%

过于注重视觉效果 忽视了故事性

叫好的不叫座!叫座的不叫好-电影题材单一!没有

故事!宣传炒作花样翻新-观众出现审美疲劳%这些现象!

正困扰着中国电影界%

浙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盘剑教授认

为!电影毕竟是一种叙事艺术!其基本特征一是纪实性!反

映现实生活-二是新奇感!给观众带来视听冲击力% 目前的

中国式大片太注重视觉效果!太注重形式!而忽视了故事%

如果说&英雄$还给人以震撼!令人耳目一新!到了&无极$

&夜宴$!观众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 +中国大导演不

会讲故事(!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观众的共识%

他说 !票房收益好 *受人关注的影片题材单一 !大多

是历史题材*武打题材!而现实题材的影片则处在边缘的

地位%

张阿利说!相对于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市场推广力度!编

剧水平明显滞后!原创支撑乏力!缺乏一个按照项目运作!

具备相当创作理念*创作水平的电影创意*创作团队%而且!

我们选择题材还不是从市场需要*人类情感需要出发!存在

一哄而上的盲目跟风*雷同现象%

同时!张阿利和盘剑都认为!中国式大片最初是对国外

大片的一种模仿! 在纠正中国电影缺乏视觉冲击力方面毕

竟是一种探索!所走过的弯路不可避免!对于吸引观众*培

养电影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呼唤更多叫座又叫好的中国式大片

中国电影发展要想迎来广阔的空间! 光靠外形奢华

而内容苍白的+大制作(!明显是不行的% 毕竟!打动观众

与评委的是能够触动人们心灵的故事! 而不是钱堆出来

的华丽外壳%

+&集结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式大片进入第二个发展

阶段%(张阿利说.+这就是回归传统/形式再绚烂!也是为故

事*为人物服务的% 市场需要叫座又叫好的影片% (

盘剑说!&集结号$是把艺术性*思想性*商业性完美结

合的典型!预示着商业大片正在向主流大片转折!这也符合

电影发展的规律%因此!用最好的视听语言叙述最完美的故

事!关注现实!关注人性!回归故事!回归文学!才能拍摄出

更多叫座又叫好的中国式大片%

专家指出! 中国电影要健康发展! 摆正观念是第一位

的%好的影片都有一个定律000契合当时国人关注的焦点!

真实地表现出他们感同身受的时代沧桑! 符合其普遍的伦

理取向和审美心理!其中的人物命运可以引起共鸣!有一种

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所要做的! 不是仅仅为了票房而拍

片!也不是为了拿奖而拍片% 电影和电影产业要发展!关键

还取决于是否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心%

!!

用最好的视听语言叙述最完美的故事!关注现实!关注人性!回归故事!

回归文学!才能拍摄出更多叫座又叫好的中国式大片

中国式大片走向何方!

"闫平 魏运亨 白瀛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

部入围终评

的书目日前揭晓!引发多方热议"因为此

前备受关注的#兄弟$上%下&'$余华&%

#启蒙时代'$王安忆&%#笨花'$铁凝&等

作品落选! 加上不少入围的作家作品读

者从未听闻! 人们质疑茅盾文学奖孤芳

自赏!缺乏应有的开放与亲和力(

茅盾文学奖不够开放吗) 作为中

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 茅盾文学奖

一直贯穿着现实关怀的精神! 看重宏

大叙事* 这一届入围作品则不仅题材

多样!评审眼光也更新颖*有业内人士

认为!#藏獒' 的入选就表明茅盾文学

奖对文学价值判定开始出现新趋向!

既重市场表现又重文学质量*

茅盾文学奖不够有亲和力吗) 在

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每一届茅盾文

学奖都会唤起人们对文学影响力的新

一轮思考!那些获奖作品则留存了代表

一个民族最高文学成就的诸多记忆*

但也许还不够* 它离读者分明还

有一定的距离*就#兄弟'而言!有评委

认为它审美趣味低下!没入围很正常*

但这本销量过百万的小说对很多普通

读者而言!极为亲近*人们含泪带笑读

完的作品!却被评委一棍子打死!叫人

情何以堪) 与此同时!不少入选作品!

读者不仅没读过! 甚至没听说过* 其

实!对于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

借助平面媒体和网络进行推广宣传!

将具体内容或故事梗概介绍给读者!

让更多的人了解入围的都是什么样的

作品*不然!真会让人觉得茅盾文学奖

在自娱自乐!孤芳自赏*

其次! 它还需要更多应对文学困

境的方法* 翻看入围名单!王蒙的#青

狐'+贾平凹的,秦腔'等!大多还是老

一辈实力派作家的作品! 且很难超越

往日的辉煌* 而新生代作家仍游离在

文学奖之外!传统文学和青春文学%网

络文学之间已出现一个大的断层* 面

临商业化和娱乐方式的多重挑战!如

何鼓励传统文学既保持创作的纯粹

性!又不断拓展表现形式!茅盾文学奖

需要动动脑筋*

-众芳摇落独暄妍! 占尽风情向小

园" .期待茅盾文学奖秉持纯粹的文学

精神!同时张开怀抱融入大众*

!!

在开放与亲和中前行
"冻凤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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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金庸依然是中国武侠小说界的

领军人物% 据上海新华传媒新近调查的数字

显示!&金庸作品集$1新修版2 的销量达到了

!$"#

套!

%

万多册3这个数字将近些年涌现的

那些+新武侠(远远地甩在后面%

近年!随着金庸和梁雨生步入晚年!五花

八门的+新武侠(层出不穷!武侠小说的+金梁

时代(是否已经过去!曾一度被一些圈内人广

泛谈论% 金庸
&%'!

年写完&鹿鼎记$宣布封

笔!此后他没有写过一部武侠小说%

($

年!足

以让任何一场+新老交替(进行得很充分!但

是这么长的时间里!层出不穷的+新武侠(却

依然没有谁能撼动金庸的地位! 这些 +新武

侠(的销量一般不到
)

万册%

+不是金庸进步了!而是4新武侠5们取错

了名字% (武侠小说研究专家李先生说!在过

去几十年间!中国武侠小说经历了很多流变!

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就是对+侠义(精神的展

现! 这是武侠小说的内核% 但到了近年自称

+新武侠(这批写手的时候!他们却以武侠之

名写起了个人的小情绪!+如果把4新武侠5的

外衣剥离掉! 那他们的作品大多就是言情小

说%(他认为!+新武侠(取错了名!挡住了一些

喜欢言情的读者! 又让一些喜欢武侠的读者

大失所望%+金庸能够保持不败!其实是因为!

现在除了他!没有真正的武侠%(

!'

$一 丁&

金庸仍是武侠!盟主"

巩俐#

我不喜欢武打片
巩俐日前接受某时尚杂志专访时表示!自

己对武打片没兴趣!+4飞来飞去5 的片子对我

没有吸引力% 我只喜欢有故事的女主人公% (

说到自己的选片标准! 巩俐称并不为

导演的名字和片酬所左右!只精心挑选喜

爱的角色和剧本% 她说.+哪怕是李安导

演的武打片!我不喜欢的角色也坚决

不接% (

巩俐强调了天赋对演员的重

要性.+一个演员!可以有人教你

如何去把握角色!但前提是你得

有
'*+

的天分% ( 她自豪地说!

+我爸妈给了我很好的天

分! 中戏有很好的老师给

我打基础! 还有我第一部

电影的导演张艺谋! 在表

演方面给了我很好的引

导% 但要准确诠释一个角

色!让这个人长在你心里!

就必须要有天赋% (

巩俐坦言自己不惧绯

闻是因为 +演员打动观众

的是角色 ! 而不是私生

活(!+我只是一个演员!从

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巨星%

我觉得演员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很重要! 我不喜欢把

自己藏起来! 也很瞧不起

那样做的人% (

巩俐的新片 &谍海风

云$日前已杀青!她在片中

出演地下组织女成员安

娜%巩俐形容安娜为+乱世

中神秘* 漂亮又勇敢的女

人(%

!#

$文娱&

好 莱 坞 明 星 布 拉

德6皮特和安吉莉娜6茱

丽日前当选 +好莱坞最

有权势搭档(3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评

选结果显示! 茱丽被选为

当世最有权势的女演员!

去年她和皮特前妻珍妮

佛6安妮斯顿双双入选!今

年! 她再次成为最有权势

女演员3 皮特则终结了汤

姆6克鲁斯连续
"

年当选

最有权势男演员的纪录3

茱丽和皮特在拍电影7生

孩子和做慈善三方面均赢

得了人们的关注%

网络搜索方面! 茱丽

和皮特比不上布兰妮!近来

形象逐渐变好的她当选+搜

索最多(明星%

!'

$文娱&

茱丽皮特好莱坞!最有权势"

郑州歌舞剧院独唱演员

吉?!日前受邀赴新加坡参加

+歌乐满园林( 免费露天音乐

会% 现场!她与上海二胡演奏

家马晓辉*台湾歌手许景淳等

中* 新艺术家一起为
)***

多

名观众献上一道音乐大餐%

有+民歌玉女(之称的吉

?在音乐会上演唱了观众们

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民歌&一

杯美酒$*&茉莉花$*&爱的月

光$*&住在天边$*&青春舞曲$

等% 她载歌载舞!展示了出色

的才华% 吉?优美的歌喉*优

雅的舞姿让现场观众如痴如

醉% 从傍晚直到深夜!观众们

一直兴致勃勃!掌声不断%

很多观众对吉?的表演

赞不绝口! 新加坡媒体也把

吉?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显

著位置! 称她是 +民歌歌唱

家(*+少数集歌舞于一体的

演员(%

!'

$刘洋&

!民歌玉女"吉 放歌新加坡

刚刚获得百花奖 +影帝(

头衔的张涵予!日前进入横店

影视城拍摄电视剧 &最后的

%%

天$% 张涵予说!在这部谍

战剧中!他要改变硬汉形象%

&最后的
%%

天$ 讲述解

放前夕! 一对同父异母的兄

弟000共产党人肖昆和国民

党军官肖鹏之间展开的殊死

搏斗% 张涵予饰演哥哥肖昆!

实力派新星段奕宏扮演弟弟

肖鹏%张涵予饰演的角色虽然

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但公开身

份是商界的巨头% 张涵予说.

+我不但要表现出谍报人员的

机智勇敢!还需要具备在各色

人等面前周旋交际的圆滑%我

将一改4谷子地5给人留下的

刚强*执著的印象!表现出商

家老大的另一面%演员在选择

角色时有些被动!但我相信我

的不同侧面可以被不同的导

演挖掘% (

!'

$沙俐&

张涵予主演#最后的 %%天$

享誉世界的日本著

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将于

"

月
&)

日正式就任法兰

西学院艺术院院士%

就任仪式将于
&)

日

-*

时
$(

分在巴黎的法

兰西学院艺术院举行%小

泽征尔将填补于
!"""

年

$

月
!&

日去世的著名小

提琴家耶胡迪6梅纽因留

下的空缺%

小泽征尔
!"$*

年
"

月
!

日生于中国沈阳 !

!")!

年返回日本%

!"*,

年!小泽征尔从日本著名

音乐学府桐朋学园指挥

系毕业%

!"*"

年!他参加

法国贝桑松国际音乐节

指挥比赛获得一等奖!从

此驰名世界乐坛%

小泽征尔是波士顿

交响乐团终身指挥和维

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

监!还曾担任旧金山交响

乐团常任指挥!以及世界

众多知名交响乐团和歌

剧院的客席指挥%

!!

$据新华社&

小泽征尔将任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