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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台湾金马奖已然走过
!!

载!

!!

年来风雨飘摇!

!!

年来荣辱兴衰" 阿
拉伯数字#

!!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禁忌
词语!迷信般地一语成谶!似乎预演着台
湾电影业风华绝代的最后黄昏% 当然这
些悲观论调有些历史陈迹的腐朽味道!

正如我在叹惋香港电影一样! 十年生死
两茫茫"单纯谈论台湾电影的没落!目前
来说!已然是一种虚伪的人格"然而我主
张跳出台湾电影来谈论台湾电影! 从大
历史观的角度与全球整体利益格局中认
知台湾电影的现状!从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的深层面来发问!找到一个清晰&明
确的定位!然后求得心理上的一种平衡"

众所周知!海峡两岸三地!由于历史
的客观原因! 虽然文化根系母体文化相
同!但在其衍生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系统"或
许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宽阔的海峡" 长
久以后我们对于台湾的认识非常单一!

以至于面目全非" 台湾电视娱乐业的红
火与电影业的萧条构成了奇异的两极景
观! 人们普遍表现出对政治事件的厌恶
以及娱乐至死的短暂麻痹! 全民大闷锅
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释放途径! 长此
以往对本土电影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

侯孝贤&蔡明亮以及仙逝的杨
德昌等诸位大师创建沉闷教!

这一代人由于过度沉溺于自
我经验和历史经验!对台湾电
影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贾樟
柯们记录片式的剧情片!对急
遽变动的时代进行最深刻的
描述!而恰恰又是这个崇拜黄
金的时代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给电影工
作者!时代成就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这
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 更荒诞的是第六
代导演也在创建沉闷教的路上越走越
远"

'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屏是这届金马
奖的主席! 她所主张的锐意革新有拨乱
反正的意味!电影是一门艺术!绝不是派
系和利益争夺的牺牲品" 焦雄屏最想把
最佳导演奖颁给票房和口碑双双失利的
影坛稀有动物姜文!'探讨中国大地和民
族魂的底蕴$的(太阳照常升起)是近

"

年来一部严重被低估的电影% 当 '看不
懂$普遍成为观众的口头禅!可见近年来
反智文化大行其道已结出硕果累累% 当
所有的奖项颁完!再言其给谁多给谁少!

已经毫无意义%这届金马奖(色!戒)大获

全胜!早已是板上钉钉!加上李安获年度
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

#

个奖项与(滚滚
红尘)的

"

项获奖纪录基本持平!都是文
艺女青年爱上汉奸的故事! '我们回不
去了$张爱玲这句名言令人触目惊心%对
于台湾混乱的身份认同来说! 再也没有
什么故事比台湾人更能够深切体验其中
的内涵! 永远忠于内心的抉择% 大陆版
(色!戒)把情欲戏删剪掉!等于一个人的
脊椎骨被折断!一个人的灵魂被掏空!只
剩下空洞的躯壳和模糊的面目! 慷慨陈
词的内地评论家们在一具植物人尸体上
能够得出什么医学结论* 周杰伦和纽承
泽今年都奉献出导演处女作! 他们转行
做导演总让人想起悲壮的吴彦祖!他说+

#为了香港电影我要去做导演% $

但是区区一个弹丸之地! 譬如香港

电影! 从黄金年代年产
$%%

部到目前减
产至

&%

余部%

$%%

部是严重的通货膨
胀!

&%

部应该是香港电影正常水准的最
下限发挥%香港电影曾经被称为#东方好
莱坞$!堪称亚洲电影的奇迹% 而目前香
港电影的发展大趋势! 正是神话去魅的
一个理性过程% 当年随着亚洲四小龙崛
起! 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各自迎来了发
展的黄金年代%今时不同昨日!如今世界
格局大变动! 亚洲亦进入结构性的历史
调整!大环境使然而已%

如果说香港电影的未来在大陆!那
么台湾电影的未来在哪里* 李安模式不
可复制! 重建台湾电影机制才是根本出
路% 台湾电影! 请把热爱电影的人留下
来!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接受现实%

现在不管是去碟店淘碟! 还是

用
!"

下电影!都喜欢寻找"导演剪

辑版#!原本拍过电影后!导演要根

据市场需要$分级要求和票房考虑!

将电影剪辑得符合大众口味!所以!

有些导演自鸣得意的灵感闪现!个

人思想体现就被以各种名义删掉

了!虽然赢得票房获得口碑!但有思

想的导演自然不会满足于此! 他们

往往保留一个自己满意的版本!就

是所谓的"导演剪辑版%& 据说李安

也把'色!戒(剪了个自己的版本!其

尺度要远远大于目前港台公映版!

更别提国内的公映版了! 到底是真

是假! 只有半夜偷偷潜入李安书房

探究真实了&

很多电影大师拥有经典的导演

剪辑版电影! 比如吴宇森登陆好莱

坞后拍的'风语者($比如托纳多雷

的'电影三部曲(!还有彼得)杰克逊

的'魔戒(三部曲的导演剪辑版!总

片长超过
#$

个小时!有些公映版里

没有交代的剧情都能找到! 让三部

自然成为一个整体& 其实说到玩艺

术! 美国和亚洲的导演都比不过欧

洲的! 欧洲的那些艺术片动辄片长

几个小时! 有些是思想性和观赏性

俱全!所以称之为经典!但很多往往

是枯燥无味! 但看在导演的名头上

又不得不逢迎的& '憨豆的黄金周(

里那个导演拍的无聊电影! 便是对

这种电影现象的绝妙讽刺& 欧洲导

演不太考虑市场! 仿佛电影就是纯

粹个人意志的体现! 是个人情感的

一种宣泄! 即使电影拍完后只洗出

来一个拷贝! 让导演自己背回家欣

赏!他们也是乐意干的& 美国导演肯

定不敢这么玩! 美国电影工业一直

是以制片人为核心的& 制片人最关

心的是投入和产出! 这就是为什么

"影史上
%$

大导演剪辑版% 中有四

分之三的电影是美国导演拍的!因

为他们要考虑市场! 要首先剪辑出

大众电影来获得票房回报! 然后才

能考虑导演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说美国电影环境

不自由! 我是说其电影环

境商业味儿太浓& 这导致

很多有想法的导演遭到剪

辑的阉割& 国内权威电影

杂志'看电影(说得好*+本

来这个世上没有导演剪辑

版!只是瞎剪的人多了!才

有这玩意儿的& %而所谓的

大师大多都是很有想法的

作者型导演! 如塔可夫斯

基$阿莫多尔瓦!美国的这

种商业环境显然对电影作

者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而

在欧洲! 导演大多是一部

电影的核心& 这样的权力

有利于导演自由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

不再评论国外电影了! 来看看

现在的国内电影吧!除了张艺谋$陈

凯歌$ 冯小刚他们在炮制一部部貌

似美味而无营养的大片外! 第二个

特点就是现在电影的导演剪辑版越

来越多了! 不但香港电影进入内地

影市要接受审查并删剪!比如'杀破

狼($'黑社会(都被硬生生地篡改了

结尾! 逼得导演不得不在碟市推出

自己的导演剪辑版! 结果火了盗版

市场& 于仁泰导演的'霍元甲(的国

内公映版被删去了两场对情节发展

起重要作用的剧情!结果票房惨淡,

还有近期李玉的'苹果(!全片被删

改了
%$

多处!直到面目全非才能推

到国内市场&

是我们的市场不接受导演的思

想吗- 那为什么我们的盗版市场如

此火爆- '色!戒(上映那几天几乎每

个会写字的人都在写它的影评- 是

我们的导演没有思想! 只能炮制所

谓贺岁大片吗- 在今年的威尼斯电

影节上!张艺谋是评委会主席!李安

拿最佳影片!贾樟柯拿最佳记录片!

这么多中国人在国外影坛大放异

彩!为什么一到国内就寂静无声- 对

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电影很感兴趣!

因为只有敢于大胆想象!努力尝试!

为影视艺术做出推陈出新的作品!

给观众更多更新的视觉感受! 从而

拥有更多的观察人生及人类思想的

空间!才算是大师!即使是不同的价

值观!看过大师电影!也会不同程度

地改变对异于自己思想的信条的看

法& 而我们从来无缘在大银幕上看

到那些深度电影!所以!我们只好在

二级市场去淘一些标榜思想的 +导

演剪辑版%&

近
期

影
事

奥斯卡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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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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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国际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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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电影以当日影院预告为准&

导演剪辑版

独立
影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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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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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君

人们手捧的金马还能腾飞多久-

金马奖
把热爱电影的人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