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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片 时 代 记 忆 与 文 化 论 转 向!!!"##G 年至 "#$" 年中国电影的文化修辞景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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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

摘 要:大片时代的勃兴与外部诱因有关，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强烈需要，特别是国家战略的文化论转向!
大片时代的重心在于瞄准世界文化潮流前沿而打造中国文化的当代新形态，寻求追赶西方当代电影文化范式的新

节律!大片时代之后的新时代的动力在于从一般文化论转向进入更深层次的传统论转向，使得喜动片潮流成为电
影主潮!与大片时代从国家战略的文化论转向中吸取动力源不同，中国电影的喜动片时代转而从国家战略的传统
论转向中获取动力源!当前喜动片时代可视为大片时代的必然的调节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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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当前#新时代$中国电影新状况和新
趋势，需要适当地返身回看#新时代$到来之前那个特定时代
的电影状况!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与过去那个时代电影状况
之间的比较，新时代中国电影状况的轮廓才可能变得更加明

确和清晰!由于如此，本文拟对 "##G 年至 "#$" 年 $# 年间中
国电影的文化修辞状况做一次概要性观察!这里的中国电
影，是指中国大陆或内地生产的国产片(包括合拍片)"现在
回头看过去，这 $# 年时段恰是中国电影所经历的以#大片$
为鲜明标志的特殊年代，可以显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富有特

殊意义的一段景观，在人们心中铭刻下中国电影快速增长中

必然伴随的色彩斑驳的文化记忆!只要稍稍静心钩沉这段
大片时代文化记忆，就会发现它确有诸多可供回味的地方，

而这种回味终将帮助我们更富于理智和热情地投身于新时

代中国电影的建设和研究之中!
这里将该 $# 年返身设定为一个时代整体去回看，只是

为了观察和论述的简便!因为我知道，电影的时代或时段划
分不可能恰好只以 $# 年为界(谁也不可能做这样的硬性规
定) ，而是可能有更加开阔的延伸!更重要的是，电影艺术状
况与时代社会状况之间虽然终究在根本上有其一致性，但有

时也难免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过的物质生产与艺

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性，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需要予以重
视，以便避免机械唯物论的偏颇!同时，电影作为以影像为
中心的综合艺术门类，它在其发展中也自有其特殊性"多样
性或复杂性，决不是我这里就能全部概括完全的!不过，应
当看到，大片时代文化记忆总是同那个时代社会或文化状况

的变迁大势紧密相连和相互共振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不能

不深深地感到，梳理那个时代社会或文化状况，应当有助于

把握中国电影大片时代本身的状况!因此，从 $# 年间的时

代社会状况去回看电影发展状况，特别是大片时代的电影文

化修辞景观，应当是可行的!
一"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一旦尝试钩沉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记忆，首先自然会重

放出那幕争相制作大片的峥嵘岁月!大片，英文为 V-(=YW

V)625*，在这里是指包括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营销等在
内的超大规模的电影作品生产与消费行为集合体!这个意
义上的大片在中国电影界出现，其实与两部标志性外国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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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激发的巨大冲击波密切相关:一部是 $EE% 年的好莱坞大
片%泰坦尼克号(，它以泰坦尼克号邮轮在其处女航中触礁沉
没事件为背景，讲述青年穷画家杰克在船上邂逅贵族姑娘露

丝并冲破世俗偏见而坠入爱河"最终将求生机会让给露丝的
故事!该片凭借特技特效镜头奇观的成功运用，营造出致命
灾难环境下男女爱情的永恒性画卷，在全球(包括中国)掀起

大片观影狂潮!另一部大片则是 "### 年上映的充满中国元
素(导演李安，主演周润发"杨紫琼和章子怡等，讲述中国武
侠故事)的%卧虎藏龙(，叙述一代大侠李慕白托红颜知己俞
秀莲将青冥宝剑送交贝勒爷收藏，以表永远退出江湖之意，

不期引来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纠缠!该片不仅引来
几乎同样的观影盛况，更在示范意义上激发出中国电影人以

同样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故事的强烈冲动!
确实，单论出道时间的早晚，中国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

在世界声誉鹊起应当略早于李安!陈凯歌 $E%! 年执导电影
处女作%黄土地&获第 G% 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E%&

年执导%孩子王&获第 %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特别奖，$EEG

年执导%霸王别姬&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张艺谋也
难分伯仲:电影导演处女作%红高粱&获 $E%% 年第 G% 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随后执导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影片在国内外屡获电影奖，更为重
要的是，其中已数次分获奥斯卡奖提名和金球奖提名了，仿

佛就只差#捅破那层纸$了!如今，就连此前还默默无名的华
人导演李安，都已靠中国武侠题材影片赢得最高声誉，如接

连获美国导演协会奖"第 &G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 ! 项奖"
第 B! 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外语片等 ! 项奖"第 G& 届台湾电
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 F 项奖"第 "#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佳影片等 E 项奖，那么，早已成名而冲劲十足的中国大陆电
影人，能不倍感激励和鞭策么? 李安的这一劲道十足的示

范，立刻刺激起张艺谋等中国电影人的不可遏止的#赶超$
冲动!

于是，在 "##" 年 $" 月 $! 日由新画面影业公司采用新的
融资方式制作和出品"由世界知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一批驰
名世界的中国电影人加盟(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
章子怡及甄子丹等主演，王菲演唱电影主题曲)的大片%英
雄&正式公映，以超常规的视觉凸现性美学镜头"特别是色彩
缤纷而令人沉醉的浓烈武侠氛围的营造，把战国末期六国侠

客无名"长空"残剑"飞雪等争相刺杀秦王而最终放弃以换得
天下和平的故事，讲述得美轮美奂，在中国观众中掀起空前

的中国大片观影热潮，从而拉开中国电影的新时代即大片时

代的帷幕!该片在北美创造出中国国产片的最高票房业绩，
被%时代周刊&评为 "##! 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获得奥
斯卡金像奖提名和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及其

他众多国内外奖项!
中国电影人一定要和一定能像%卧虎藏龙&那样让中国

文化传统借助中国电影而赢得世界最高声誉，这一创造的动

力的作用力是如此之丰盈和难以遏止，以致继%英雄&之后接
二连三地和一发不可收拾地在中国大地点染出一幅幅中国

大片景观:

"##! 年:&十面埋伏%(张艺谋执导)’&功夫%(周星驰执
导) ;

"##B 年:&无极%(陈凯歌执导) ;
"##F 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执导)’&夜宴%(冯

小刚执导) ;

"##& 年:&集结号%(冯小刚执导)’&投名状%(陈可辛和
叶伟民执导) ;

"##%年:&画皮%(陈嘉上执导)’&赤壁%(上，吴宇森执
导) ;

"##E年:&赤壁%(下，吴宇森执导)’&南京! 南京!%(陆
川执导)’&风声%(高群书和陈国富执导)’&十月围城%(陈
德森和陈可辛执导)’&建国大业%(韩三平和黄建新执导) ;

"#$# 年:&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让子弹飞%(姜
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徐克执导) ;

"#$$ 年:&金陵十三钗%(张艺谋执导)’&龙门飞甲%(徐
克执导)’&建党伟业%(韩三平和黄建新执导) ;

"#$" 年:&画皮)%(乌尔善执导)’&一九四二%(冯小刚
执导)’&白鹿原%(王全安执导)

这里或许还只是不完全的列举，但已可大体见出 $#年间中
国电影大片时代特有的壮观场面了!这里荟萃了那年月中国最
优秀的电影人，包括大陆和香港的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等，
以平均每年超过 "部的超常速度，集中力量制作大片!特别是
在 "##E年一年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F#华诞之年，大片出品数
量竟达到创纪录的 B部，使得当年成为这个大片时代大片出品
的高峰年度!而其中，&建国大业&开创出百余名影视明星集体
出演的群星贺节片这一新方式，吸引观众纷纷前往影院观赏，制

造出空前的主旋律电影消费奇观!
不过，回看这个大片时代状况可知，这个时代大片生产

与消费的动力，并非仅仅来自于外部大片的刺激，而更与中

国内部需要的作用力密切相关!
二"大片时代与国家战略的文化论转向
这个大片时代的勃兴，诚然与%泰坦尼克号&和%卧虎藏

龙&的外部诱因有关，但毕竟更根本地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强
烈需要!这种强烈的中国内需，原本涉及面广泛，来自国家"
企业或个人的种种需要(经济"政治或审美的等等)都可能在
其中发挥其作用，而这里只打算列举其中有突出作用的几方

面为例:电影业体制保障"文化产业发展新战略"国家经济与
政治发展战略的文化论转向!

首先是中国电影业的体制保障的强化!持续开
放的中国电影业到 "##" 年迎来一个标志性年份:国务院在
"##$年 $" 月 "B 日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于 "##" 年 " 月起
实施，开启了中国电影业制度改革的新里程!该条例第 $&

和 $% 条分别制订如下政策:!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片#，#电影制片单位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可以
与境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片"#这里从体制上规定，中
国已允许多种形式的电影投资及生产了，例如多种方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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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集资乃至中外合资及合作，从而使得大片制作有了根本性

的电影产业体制保障和促进措施!实际上，&英雄&所采取的
新的融资方式"以及一举汇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
电影人参与制作的方式，都体现出%电影管理条例&的体制保
障作用的威力!

其次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新战略的强力牵引!
推进包括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在 "##" 年 $$ 月
党的十六大报告制订的国家战略中业已获得一种引人注目

的优先地位: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
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从而制订了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
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文化
产业发展战略!其具体措施在于，!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
改革的总体方案"**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
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

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文化产业国
家战略对电影业特别是大片生产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当%英雄&于 "##G 年年初在中国影坛掀起空前的观影热潮时，

在国家电影管理部门的大力倡导和督导下，中国电影界迈出

了大片生产"创作以及理论和批评的有力步伐!那时的一份
个人记忆至今印象真切:我在 "##G 年春天接连参加了多次
由%英雄&引发的中国电影产业座谈会或研讨会，并且几乎同
时应%当代电影&和%电影艺术&的约请，分别撰写了%英雄&
的专篇影评文章，从而在那个特别的时段里强烈感受到国家

对中国电影业发展的非同寻常的重视程度以及具体的政策

扶持力度!如此，大片的生产俨然已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
的一个标志性突破口了!

随后在 "##& 年 $$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更进一步提升
文化产业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已有的地位，制订出以#推进文
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战略部署!#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
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
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
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
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

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

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国家战略在中国
电影界的突出实绩之一，无疑可推 "##E 年 B 部大片的出品
高峰现象!

而到 "#$$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把文化的#引领$角色及其作用提到了空前
的高度:!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
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
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里的国家战略部署的引人
瞩目之处在于，"#"# 年国家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之一在于#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显著增强#""#$"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这样总结文化及文
化产业的成就:!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
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这样的总结正是为了
进一步突出文化及其产业的重要的#引领$作用!而大片时
代的出现及其出品高峰的到来，显然与这种国家战略规划在

电影业领域的具体要求密切相关!中国电影业已寄托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了，大片时代的产生无疑不可
能脱离这样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背景!

最后，或许最具根本性意义的方面之一在于，国

家经济与政治战略的文化论转向的倾斜作用!有意
思的是，在这 $# 年里，国家经济和政治都不约而同地逐渐聚
焦于文化及文化产业，直到呈现出国家经济及政治战略的文

化论转向!当然，正像#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口号所标明的那
样，在注重经济和政治的同时注重文化及其产业的作用，早

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确实，与过去#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偏重相比，在这个 $# 年时段中，正是文
化及文化产业的地位跟过去相比逐步地变得越来越突出，直

到上升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视为与经济硬

实力和政治硬实力等相平行而不可或缺的国家实力的鲜明

标志了!不妨回看下面的表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
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
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

荣"#这里已强调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及作为综合
国力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的事实!到十七大报
告其语气又加强了:!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
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

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

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文化甚至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
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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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这种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强化，恰恰反过来表明国家经济

和政治对文化的依赖性在日益增长!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
数据在于，到 "##$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E? BEGG 万
亿元，比 $E%E 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 E? G[，经济总量已居
世界第 F 位，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跨
越!"##"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 G&" 万亿元，占世界的
G? %[，相当于美国的 $$? %[，继续保持世界第 F 位!相比之
下，中国香港位居第 "% 位，中国台湾省位居第 $& 位!而国
内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 $# 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
国"英国"法国"中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和墨西哥!［$］到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 G 万亿元，经济总量从世
界第 F 位跃升到第 " 位!这种经济数据增长和大国地位确
立的事实，使得国家战略在制订时多了理性的冷峻和筹划，

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增长所必然伴随的副作用:正如 "#$" 年
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
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
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里点出的
问题症结之一，正在于人们的精神"心灵或信仰领域出现严
重缺失状况，它们大多可以归结为文化症候，从而急需以优

先发展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方式去加以救治!
正是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缺失和需求产生出优先发

展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动力，而后者恰恰是充满针对性地要解

决现实的经济及政治领域中升起的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引
领$需要问题!也就是说，当文化产业被列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时，文化在这里实际上已被赋予了一种重要角色了:
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中一种具有#引领$作用的重要元
素!如此才能理解十八大报告中制订的国家战略系统中文
化的导引性功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
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在这里被规定为民族的#血脉#，
人民的#精神家园#，确乎成为国家战略中的灵魂性角色或元
素了!而此时进一步提升文化的战略地位，则确实有着不容
忽略的现实针对性和务实指向性:!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
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促进
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这种国家经济与政治战略的文化论转
向，加上国家领导人在具体施政时对外国大片的开放态度和

对自身大片生产的着力倡导和鼓励，对大片生产的提速及大

片时代的到来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

概括上述三个方面的缘由，正有助于回头审视中国电影

业出现大片时代得以兴起的原因!当电影业体制保障"文化
产业发展新战略及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战略的文化论转向

都共同地为中国式大片的快速增长准备充足条件"铺平道路
或提供强烈内需时，大片的飞速生产的奥秘就变得可以理解

了:大片生产的动力乃至目标，正为的是维护经济建设与文

化发展之间的大致平衡，建设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或

适应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体，也就是在发展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的同时建设世界第二大文化大国或强国!对此，不妨理解以
下数据对比!在 "##" 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仅为 E? "
亿元，总量很低，其中进口影片票房收入为 !? " 亿元，市场占
有率接近 B#[，而中国内地影片和陆港合拍片基本上各占据
票房收人 "B[左右的市场份额!不过，经过大片时代 $# 年
的发展，到 "#$"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高达 $&#? &G 亿元，为
"##" 年的 $% 倍!其中，进口片 %% 亿元，为 "##" 年的 "# 倍;
国产片已攀升到 %"? &G 亿元，为 "##" 年的 $F 倍!虽然中国
国产片票房仍旧只是接近于与进口片的平衡态势，但中国电

影市场总量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增长，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了!［"］%#这个数据颇为有趣:当中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也同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电

影市场!这种高速增长也使好莱坞认识到中国电影市场的
日益增长的保持自身市场统治力的重要性!据报道，美国电
影协会负责人克里斯*多德注意到，在全球十大电影市场
中，中国电影市场的增长速度最快!［G］

如果说，大片时代的兴盛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电影

体制保障"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与政治战略的文化
论转向(当然远不限于此) ，那么可以在同样的视角上说，大

片时代的退潮或衰落的缘由，则实在要简单得多:上述主要

来自国家和产业层面的体制及战略保障本身，是无法确保大

片本身的美学质量和品位的，因为电影无论大片还是常规

片，都首先要看其美学质量和品位，否则观众不答应! &十面
埋伏(&夜宴(&无极(&南京! 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大片
在作品品质上各自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说明，大片本身仅仅凭

借大投资"大明星和大营销等贪多求大之举是无法确保艺术
质量的!相比之下，中小成本影片%万箭穿心&同时赢得观众
和专家的好评，青年演员徐峥自编自导自演的%人再囧途之
泰囧&竟一举创造国产片票房新纪录( $"? F& 亿元)"冯小刚
导演自己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说服力:大投入和精心

制作 $# 余年的%一九四二(( $? G% 亿元)居然在票房上输给
了小投入和轻松摄制的%私人订制(( &? $% 亿元)"这些对比
事实或许各有其不同内情，但足以表明，小片可以好，好片未

必大，大片未必好，也就是商业或市场开发未必能换来艺术

成就!真正重要的还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去生产，
具体包括体验生活"规划投资"进入创作过程"从事精心制
作"展开合理营销及进行文化消费等，而非像抓经济建设那

E#$



样一味地仅仅靠大投资"大制作等包揽一切!［!］!
这样看来，单凭大投资和大制作而缺乏应有的心灵感动

的所谓大片，必然被观众所看低乃至唾弃!而相应地，大片
时代在风光 $# 年后急速衰落，也体现了必然性!到 "#$G 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并提出#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要求，大体相当于宣告昔日大片时
代已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当然，大片时代终结不等于大片
生产的终结，而只是转变为根据具体情况而分别推进大片及

中小成本影片的生产，而不再一味地奢求#大$了!
三"大片时代的斑驳记忆
大片时代的 $# 年里，并非仅有大片独领风骚或令人生

厌，而是大片与中小成本片及新媒体营销等多重景观交相辉

映，共同编织起一幅多彩多姿的斑驳记忆图!
首先，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喜大重商气象，即喜欢生产大

片及重视相应的商业美学及艺术市场开发!自从%英雄&开
启先河后，&赤壁&不惜以上下两部的宏大规模重述三国赤壁
故事，以大投资"大明星"大场面等烘托出三国争霸的视听盛
宴，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居然特别突出#传说$中周瑜夫人小乔
在这场事关三国命运的重大事变中的关键角色!这一情节
设置难免引发学界及素有读史兴趣的观众的热议!先后出
现的大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在主旋律题材的商业化
营销和消费上迈出了空前的一大步:在盛大的奇观场面中分

别刻画 $E!E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 $E"$ 年中国共产党
建党的曲折历程，通过荟萃百余位影视明星而让中国现代史

上众多风云人物及其生活场景活灵活现于影像系统中，刺激

起普通观众的强烈好奇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F# 周
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 E# 周年两大节庆营造喜乐氛围!但同
时也伴随争议之声:历史戏和现代戏诚然可以讲求大片制作

及强化明星"娱乐等商业美学元素，但根本点还是艺术品位
不能因此而被降低甚至遭到忽视!

同样令人难忘的还有崇古羡洋的景观，也就是崇尚古装

戏并以此力争获取国际重要电影奖项"&十面埋伏&是张艺
谋继%英雄&之后执导的第二部大片，讲述晚唐两捕快刘捕头
和金捕头先后爱上歌妓小妹的迷离曲折的故事!冯小刚也
及时涉足大片领域，其执导的%夜宴&据%哈姆雷特&改编，不
过将故事背景挪移到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讲述篡位君王厉

帝"婉后"太子无鸾"未来太子妃青女"太尉殷太常及其子殷
隼等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惊心动魄缠斗，显示出宫廷争斗中个

人欲望与权力"爱情及死亡等的错综复杂的关联，但令中国
普通观众对剧情产生隔阂!陈凯歌执导的%无极&叙述命运
女神在权力与真爱之间制造重重障碍的故事，突出出身穷苦

女孩的王妃倾城为得到毕生真爱竟备尝艰辛的过程，她需要

真爱自己的昆仑奴与北公爵无欢"大将军光明之间展开一场

残酷的爱情角力!该片呈现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悖逆特
点，令普通中国观众大惑不解!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
强化了战火中丽人的勇敢与献身姿态，但其中牵涉的难以掌

控的日本兵"外国传教士及妓女等敏感因素使得该片美学成
就及效果大打折扣!一个相伴随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把这
些大片获得奥斯卡奖等国际顶级奖项作为其成功的唯一标

志? 当它们继%英雄&之后都竞相冲击而最终铩羽而归时，中
国电影业及观众又作何感想?

再有就是视听优先效果的营造!这时段的几乎每部大
片都争相仿效%英雄&的视听盛宴范例，都挖空心思地特别注
重视觉奇观化镜头的打造"&十面埋伏&沿袭了张艺谋自己
的奇观化套路，其中小妹的美妙绝伦的轻歌曼舞场面和金捕

头与小妹在漫天遍野花海中共坠爱河的浪漫场景等，都堪称

中国电影史上令人过目难忘的视听奇观镜头"&满城尽带黄
金甲&仿佛无可遏止地在古装加奇观化的道路上狂奔，这部
据曹禺话剧%雷雨&改编的影片讲述大王得胜回朝后直觉宫
廷已悄然生变，王后与大王子竟滋生乱伦之恋，小王子"大王
子和宫女间三角恋更加微妙，以上诸方引发错综复杂的矛盾

冲突，直到在危机总爆发中各自付出惨重代价!而其中主要
人物在服装造型上的精心谋划获 "##& 年度奥斯卡金像奖最
佳服装设计奖提名!就连%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当代社会重
大危机题材影片，也格外注重大地震过程中自然与人的生存

境况场面的奇观化特征，以便增强其对观众的吸引力和震撼

力度!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标志着这种奇观化浪潮抵达
一种美学与文化绝境!该片讲述北洋年间南部中国发生的
江湖侠义故事:在一场令人产生视觉惊叹的浪漫而狂放的火

车劫案场面后，绿林悍匪张牧之(姜文饰演)%通天大骗老汤
(葛优饰演)及南国一霸黄四郎(周润发饰演)三人之间在鹅

城展开了一连串扑朔迷离的精彩混战，上演出一幕幕具有反

讽意味的悲剧混杂剧!重要的是，观众在观赏到那些看似荒
诞不经的情节"场面或画面之后，其实也可以展开丰富的想
象和联想，使得中外历史上那些相关的荒诞性情节"场面或
画面联系起来，有利于深入地反思和批判现实中的相关

症候!
更值得铭刻进记忆之中的，应当首先是具有大片时代里

程碑标记的%集结号&的出现，及其所展现的普通观众"文化
人及艺术管理者之三景交融景观!尽管冯小刚及其影片在
当前电影学术界"文化界和普通观众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争
议"有时甚至是巨大争议(例如%夜宴(&非诚勿扰(&一九四
二(&私人订制&等) ，但我个人仍然认为，他的%集结号&足以
成为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或里程碑之作"&集
结号&以九连连长谷子地为主人公，先是讲述他率领 !& 名战

#$$

! 这一点可从当时国家文艺工作主管领导的清醒反思可见一斑: !文艺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
这些年，我国影视作品中不乏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真正振聋发聩的大作佳作还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潜心创作不够"
精心磨砺不够!实践告诉我们，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如果心浮气躁，赶进度"赶场子，不花时间体验，不下功夫琢磨，是不可
能拍出好作品的!必须把提高质量水平摆在突出位置，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辛勤耕耘"用心创造，打造出更
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影视精品"#922:: _ _+5M6? =+24? =+ _=90+, _"#$##EG# _$#G%!%? 692P-?



士在汶河战场舍生忘死阻击敌军的经过，后又叙述他为牺牲

的战友们四处讨要公道的曲折故事!这两部分故事都被讲
述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叫绝地呈现出中国式侠义精
神的深厚意味及其当代意义!该片的关键情节核在于信义
二字:信，是指信赖或信任，即诚实不欺骗;义，是指#行义#，
即是当正道不通时全力以个体的超常规言行去重新寻找正

道!全片将信义二字置于谷子地的整个生命历程的核心位
置，贯穿于他率军拼死血战和坚韧不拔地为牺牲战友讨要公

道的全过程，意味深长地呈现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二人$
关系之信义元素的现代生命力!我们看到，谷子地与战友间#二人$关系体现为情同手足"生死相依"一诺千金的情义!
其中的一个人物关系线索在于，指导员王金存在战火中的成

长和精神巨变都深得谷子地的义无反顾的帮助，而王金存牺

牲前的郑重托付又令谷子地不禁为之终生奋斗!重要的是，
当谷子地发现战友们死战殉职后竟无#烈士$名分，就义无反
顾地走上为兄弟们讨要正义之路!影片重点讲述的正是谷
子地如何为战友讨要正义而不惜付出自身的代价:舍弃个人

安乐而一心成全别人!他加入炮兵转战南北"再到朝鲜战
场，其唯一的动力似乎就是为牺牲的战友讨回应有的荣誉!
他的讨义之路并不孤单，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被他成全改嫁

团长赵二斗后，这对夫妇都以无私情义去协助他，直到最后

讨回公道!影片的成功处正在于，凸显出依托于情义传统的
兄弟情及信义之旅对人生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这种重要
性甚至通过观众的观赏而显得意义蕴藉深厚而又绵长，再生

发或拓展出种种更加多样的意蕴!可以简要地概括说，至少
已经生发或拓展出相互交融的三重意义:第一重是普通观众

可借机宣泄由日常生活的不平或挫折而生的怨气及对侠义

英雄的崇拜和喜爱;第二重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从中品味出

精英人物的自由思想精神;第三重是政府管理者可从中找到

当今社会需要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英雄主义气概!而这种三
景交融的意义恰是由这部影片自身创造出来的!

引人注目的是倚网制胜现象的出现及其风行!其标志
就是 "#$$ 年 $$ 月 $$ 日与#光棍节$的创立相伴随的%失恋
三十三天&在网民中的火热消费!该片改编自同名网络人气
小说，而且其影片演职人员的选择"营销以及消费都主要倚
靠互联网平台和网民大众，从而创造出主要依赖于互联网等

新媒体而取得票房成功的典型案例!后来的一系列营销火
爆的影片如%捉妖记(&夏洛特烦恼&等都沿袭了这种倚网制
胜之道!而这一点业已成为当前中国影视发展的一种常态
现象了!

还有一点也需重视，这就是小新领先，即小成本投入和

新人导演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引领性力量!这一点的突出
案例无疑首推知名演员徐峥的导演处女作%人再囧途之泰
囧("在%人在囧途&中出任主演的徐峥转而在%人再囧途之
泰囧&中同时出任编剧"导演和演员三种角色，他与王宝强等
的表演合作使得该片以小成本投入居然创造出该年度中国

国产片票房的新纪录(已如前述)"徐峥以小成本投入和新
人担纲导演重任而创造空前的新业绩，集中代表了小新领先

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所产生的现实拉动效果之一在于，在
"#$!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电影频道节目
中心主办的#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上，被称为#中国电
影新生代跨界导演$的 $$ 人得到首批推介:韩寒"郭敬明"邓
超"俞白眉"陈思成"李芳芳"肖央"郭帆"陈正道"田羽生"
路阳!

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必须重点指出:港风北融!这就是
香港影人携带其喜剧片和动作片传统北上内地，参与到多种

影片的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对主旋律影片的制作加以重点改

造，通过将港式喜剧片和动作片元素加以转化，用于主旋律

理念的再现，从而实现作为南部电影模块的港式喜剧片和动

作片传统(简称喜动传统)与作为北部电影模块的内地主旋

律影片所携带的和谐稳定的国家诉求之间的愈益深层的交

融，以及审美再生产!这种港风北融的突出的标志性成果，
有前面列举的周星驰的%功夫(%陈可辛和叶伟民的%投名
状(%陈嘉上的%画皮(%吴宇森的%赤壁(%高群书和陈国富的%风声(%陈德森和陈可辛的%十月围城(%徐克的%狄仁杰之
通天帝国&和%龙门飞甲&等大片，还可举出叶伟信执导的%叶问 $(( "##%)和%叶问 "(( "#$#) ，以及王家卫执导的%一
代宗师&等!这其中特别是%十月围城&通过讲述纯然虚构
的香港各界以自我牺牲精神奋勇保护孙中山的故事，提供了

重要的启迪:港式喜动片传统也可以成为主旋律元素赖以传

播和拓展影响力的重要的美学途径，甚至是在当代实现社会

动员的更加有效的美学途径!
四"从喜动片时代回看大片时代文化记忆
走出大片时代 B 年来，中国国产片的上升势头不可谓不

迅猛: "#$G 年年度总票房为 "$&? FE 亿，"#$! 年稳步增长至
"EF? GE 亿，"#$B 年骤然飞升至 !!#? FE 亿(增长达 !%? FE[，

增幅近一半) ，"#$F 年增幅虽然趋缓，但也已达 !BB? "$ 亿，而
"#$& 年截止 $# 月 $F 日已达 !F"? E$ 亿，照此趋势全年有望
突破 F## 亿大关!随着电影总票房的不断增长，"#$G 年至
"#$& 年内地影市在全球的份额也在逐年攀升!现在内地市
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中国内地市场的全球市场占比

上升了 %? &"，从 E? $E[升至$&? E$[，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重
要一员!"$#这表明，中国国产电影不仅在全球电影市场的影
响力大增，而且在整个中国艺术家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

迅速攀升，成为中国艺术家族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两个大众

艺术门类之一(另一大众艺术门类则为电视艺术)"在这样
的背景下回头审视这 B 年所标明的新时代所具备的特点，有
可能与大片时代呈现出更加清晰的异同关系!

如果说，从大片时代可以透视出中国文化本身在国家经

济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稳步增强的景观，那么，大片时代

之后的 B 年( "#$G’"#$&) ，则可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在国
家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急速上升的时代!从一般地
表述中国文化，到如今特别地表述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及

其引领作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在当前中国社会中

享有了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站在这一新时代背
景下回望大片时代，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当代中国社会的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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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节奏的特点!
如果说，大片时代电影文化的重心在于瞄准世界文化潮

流前沿而打造中国文化的当代新形态，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

新范式，因而特别注意寻求追赶西方当代电影文化范式的新

节律;那么可以说，大片时代之后的这个新时代，则建立在对

大片时代的得与失的反思基础上，其反思的结果表现为，强烈

地意识到不应简单地追赶世界文化潮流前沿风潮，而应更多

地致力于重塑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生活中的新权威及其深长

魅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美学途径不在于一般的文化论转向，

而在于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引领!正是以大片时代的%十月
围城&为代表的港风北融经验，给这个新时代留下了一个重要
启迪:港式喜剧片和动作片传统可以成功地效力于主旋律理

念的影像表达，例如对文化传统的引领作用的表达需要!在
新时代借鉴港风北融经验，意味着要使港式喜动片传统与主

旋律影片的和谐稳定诉求之间产生并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

使得主旋律理念借助喜动片方式而赢得更广大的电影观众!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这股以改进后的港式喜剧片和动作片

方式去传达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的电影潮流，称为喜动

片潮流!而当这种喜动片潮流成为这个时代的电影主潮时，
不妨把这个时代也随之称之为喜动片时代!这样，与中国电
影的大片时代从国家战略的文化论转向中吸取动力源不同，

中国电影的喜动片时代转而从国家战略的传统论转向中获取

喜剧片和动作片之成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动力源!
这个喜动片时代，不再一般地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向世界

文化前沿看齐，而是特别突出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在当代

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这里的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应当
属于一种比之单纯的古典传统含义更加宽泛的通称，至少包

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简称中国古典

性传统;第二层是指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传统，简称中国现代

性传统;第三层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简称中国

当代性传统!
从近 B 年来中国国产片中的富于社会影响力的影像表

达看，也就是说从票房高及社会影响力强劲的视角看，喜动

片时代之中国电影在寻求中国古典性传统"中国现代性传统
和中国当代性传统的审美表达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诸多

新气象!首先，在中国古典性传统表达方面，&西游*降魔
篇(( "#$G)属于奇幻与动作的结合，&一代宗师(( "#$G)则是
武侠与动作片的交融，&捉妖记(( "#$B) 开掘奇幻片的新形
态，&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B)和%大鱼海棠(( "#$F)都以
动画片样式传达古典传统的魅力!其次，在中国现代性传统
表达方面，&智取威虎山(( "#$!) 以动作片方式重写人民军
队的英雄传奇，&驴得水(( "#$F) 在喜剧性与反讽性的交织
中剖析似曾相识的现代生活图景，&建军大业(( "#$&)%&血
战湘江(( "#$&)%&龙之战(( "#$&) ，以动作片方式分别重新
讲述现代和近代重要战役的历史意义!最后，在中国当代性
传统表达方面，&心花路放(( "#$B)%&夏洛特烦恼(( "#$B)%%煎饼侠(( "#$B)%&港囧(( "#$B)等共同凸显了喜剧片"甚至
轻喜剧性的表现力，&中国合伙人(( "#$G)%&私人订制&

( "#$G)%&滚蛋吧，肿瘤君(( "#$B)%&美人鱼(( "#$F)等带有
突出的喜剧性，&湄公河行动(( "#$F)和%战狼 "(( "#$&) 是
以港式动作片方式去传达主旋律理念的力作，&老炮儿&
( "#$B)则是冯小刚为代表的北部电影模块中的喜剧片元素
与港式动作片元素的某种形式的交融的结果(其中还交织着

以#小鲜肉$为代表的#韩流$元素等)"
置身于喜动片时代回望，大片时代其实是为当前的新时

代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的!最引人注目而又颇为重要的
是，自%英雄&上映以来 $# 年间所掀起的阵阵大片狂潮，不断
搅动起社会舆论的新热点，持续吸引公众纷纷进入或重返电

影院观看被他们高度期待的国产片，这些无疑为喜动片时代

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和电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观众基础!没
有了观众的热烈期待，哪来中国电影的#黄金机遇期#? 由此
看，大片时代成功地把观众请回影院，这一功绩无疑需要

记取!
再有就是，大片时代突出了或反映了文化元素而非经济

元素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引领作用，这几乎可以涵盖国

家战略层面与普通公众日常生活层面!而正是这种文化论
转向为喜动片时代的传统论转向提供了必要的铺垫，因为对

传统的重视恰是文化论转向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就是它的自

然延伸!
还有，集中力量生产大片的产业过程，实际上加速了中

国内地北部电影模块"西部电影模块与来自港台的南部电影
模块之间在影片生产和营销等实质层面的交融性生长，其突

出的电影美学成果之一无疑就是港风北融!试想，假如没有
大片时代由%十月围城&等积累的美学经验，就不可能有喜动
片时代的%智取威虎山(&美人鱼(&湄公河行动(&战狼 "&等
港风北融的更加大胆和成功的美学历险之作!特别是%智取
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分别是#红色经典$改编和事关当
前国家形象之作，都是不能有任何政治闪失的美学与政治双

重历险!把这样的#重大题材$之#重担$果断交给擅长于喜
剧片或动作片的香港电影人承担，确实是以往不可想象的历

险，但结果是都成功了$$$从中无疑可以回放出大片时代所
实行的政治与美学实验在现在所收获的双重回报!

最后，大片时代开启的倚网制胜经验，到喜动片时代已

变得更加蔚为大观了:大凡高票房影片，多不惜借助于倚靠

互联网而制胜的新兴媒体的营销，即一般所谓新媒体营销!
由此可见，大片时代与喜动片时代之间，不存在简单的

断裂，而是有着既断而实连的相互联系，当前喜动片时代恰

恰可以视为大片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调节式推进!所谓调节
式推进，意味着不是对前一阶段的全盘否定或全盘继承，而

只是对它的一种有所改变或修正的进展!那被改变或修正
的，主要是急于求成地以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营销等
大投入以换取高票房和获取世界顶级电影节大奖的幻想，这

一点就像那个时代中国政府以大投资等换取经济增长高速

度之举一样!被改变或修正后的结论，恰恰主要就在于以下
这几点上:在电影投资上，与其贪多求大，不如小或居中;在

电影内容导向上，固守文化论不如传统论;在电影制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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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港风北融成为电影成功的良药;在电影风格上，悲剧或正

剧似乎都不及喜剧片和动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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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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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L95 $E29 @,20(+,- K(+1*566 (. 295 K(PP)+062 8,*27 (. K90+, :(0+25; ()2 29,2 K90+,)6 5=(+(P7 9,6 2)*+5; .*(P 295 9019 D
6:55; 1*(M29 62,15 2( 9019 X),-027 ;545-(:P5+2 62,15，,+; 02 06 +(M 0+ 295 =*020=,- :5*0(; (. 2*,+6.(*P0+1 295 ;*040+1 .(*=5 .(* 5=(+(P0=
1*(M29? C==(*;0+1 2( J,*a)6 405M (. 67625P 295(*7，295 =0*=)-,2(*7 ,+; =(+2*,;0=2 P(45P5+2 V52M55+ :*(;)=20(+，;062*0V)20(+，5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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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6( 295 =(*5 066)5 (. 295 62*)=2)*,- *5.(*P (. 6)::-7 D 60;5? L95 K90+565 5P:0*0=,- 62);056 ,+; 2*,+6+,20(+,- =(P:,*06(+ 0+ 29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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