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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影带来的激荡平复之后，笔者

得出如下判断：电影《柳青》是向着真正

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庄重回归。

更准确地说，首先，是影片的创作

向着现实主义经典所奠定的文艺传统

和道德勇气回归——不是机械地教条

地回归，而是带有反思和创新的再造；

进而，如果观众能够认真、深入地的观

看，则观众也可能感受、理解那一段历

史的面相与更长时段历史的规律，并

对现实主义的美学重新咀嚼、涵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对当前正在

展开的“四史”宣传教育有更深刻的体

认与思考。

列宁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

命的镜子。柳青崇敬托尔斯泰，他“也

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我国农村社会

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片中独白）。

值得注意的是，从隐喻的角度，影片

《柳青》也不妨看作作家柳青的镜子，

今天的观众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

柳青和他身处其中的宏大时代，看到

他那堪称悲壮的艺术实验。

盛年柳青出场时，发型偏分，衬衫

雪白，吊带裤装尤其显眼，完全是著名

成功作家和干部的标准形象。他在众

人热烈掌声中走上讲台，占据了被仰

视的位置。他进入村庄后，这个“洋活

得很”的形象天然地把他和村民们区

分开来。尽管他尽力去“和大伙儿粘

在一起”，也慢慢了解了陕西饥饿史和

村民们的过去，但仍然不足以让他写

出令自己满意的小说，以至于顶着领

导的指责和压力，把第一叠厚厚的手

稿付之一炬。当柳青意识到，他的外

形是他和村民之间的壁垒，马上把自

己从外形上改造成农民。从这时起，

作家的创作理念和“柳书记”的工作路

线开始交织在了一起，柳青成为了镜

中世界的组成部分。影片里，农业合

作化工作遭遇困难的时候，柳青的写

作也陷入僵局。党员王家斌的品格和

业绩，既给柳青的创作提供了人物原

型，又使柳青对合作化道路充满了信

心；反过来，他也以柳书记的身份和能

量热切地帮助王家斌和他的同志。我

们读《创业史》，时时会生出一种困惑：

其中大量的分析、论说、抒情，是来自

作家柳青，还是来自柳书记？影片呈

现出的，正是柳青本人在两种身份、在

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创作者的心灵意志

之间游走、叩问、摸索的艰苦行程。影

片后半部分，他分别向王家斌和编辑

王维玲表示了对合作化实践、对自身

文学探索的诚恳反思态度。事实上，

柳青对这两者的意义、价值、遗憾乃至

错误，都有非常理性、富有智慧的认

识。假如柳青晚年能够获得他热切希

望的再多两年时间，他极有可能会把

已有的和未完成的创业史故事推向更

高的境界，而他自己也终于可以从镜

中的世界里走出来，回到艺术家体验

最理想的审美距离。

所幸，影片的主创们把握好了距

离感。一方面，他们对历史景观的还

原做到了可以把今天观众带回特定年

代和环境的程度，为影片拍摄而特意

种植的水稻、重建的柳青一家故居中

宫寺等，显示出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

诚恳态度和不凡功力，更宣示着与影

视城截然不同的电影质感和美学追

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机械地复

制和还原，而是把现实主义的转喻维

度与艺术意象意境的隐喻维度不露痕

迹地融合起来。柳青书架上的托尔斯

泰像与照片，他手边时不时出现的那

块磨亮的弹片，中宫寺室内推窗可见

的立柱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句

子，既是现实实有，又承载了精神意志

的信息。

于是，这部讲述柳青人生的影片

也无意间具备了历史学家一般的眼

力，它解释了柳青文学生命的双重属

性以及二者间构成的张力。柳青所信

奉的文艺理念，是现实主义，是“镜”；

而他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更贴近理想

主义，是“灯”。前者造就了历历如画、

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情节，如史；后者表

达着热烈饱满、义无反顾的激情与品

德，如诗。于是，无论多少更现代、更

精致的文学批评家正确地指出柳青及

其创作的不足，毕竟无法动摇那史诗

般的力量和存在。而影片《柳青》的问

世，也终于能将那段历史和生存于其

中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做一次认认真

真的重述。

影片中，柳青卧病在床时读《复

活》，他一定读到过这一段：“在这个

训诫中看到的，不是抽象的美丽的思

想，而是简单明白的实际上可以执行

的训诫，它在执行时，将建立全新的、

人类社会的结构。”对于党员柳青，他

的“训诫”当然不会是托尔斯泰的或

中宫寺立柱文字的宗教信条，而只可

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转化

而出的理想信念与实践之路。正如

影片所反映的，柳青等中国共产党人

付出的绝不比宗教信徒少，而他们为

中国、为人民带来的改变，已经深刻

地书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柳青恳求

下预支来的稿费，把山河间的村庄昏

暗了千年的夜晚点亮了，这一幕也恰

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柳青和他这部

传记影片的“灯”，所念兹在兹的，是什

么样的“福祉”。

正因如此，影片展现出了最难能

可贵的道德勇气：把求真的态度与行

善的意图区分开来，把诚恳与作伪的

态度区分开来。它不是对过往遗迹的

咏叹，而是对艺术、对人生、对人性的

启示录。

托尔斯泰的作品问世时，俄罗斯

的农奴既看不到，也看不懂。从这一

点上看，柳青是幸福的。《创业史》受到

了无数人的热爱。柳青对后来的陕西

著名作家如路遥、陈忠实等所起到的

影响作用，更是为人所熟知。

这又引发一个问题。我们谈中国

近现代的思想启蒙，往往马上想到五

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思想解放。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

的、面向工农兵底层民众的启蒙则容

易被忽视。如果我们跳出20世纪文艺

批评的西方主流话语，从中国现代文

化建构和思想启蒙的立场来建立更全

面的评价体系，则或许会有新的所得。

影片结尾处，一位老农牵着牛车

走过，柳青热泪盈眶，说：我看着他们

就亲。对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缺陷和

问题，他太知道了。然而这不能动摇

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不是所有人

都能产生柳青同样的情感，但很显然，

导演田波、主演成泰燊、美术霍廷霄等

主创在这次相当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理

解了柳青，产生了共鸣。假如不是如

此，这部影片绝不可能具备打动人心

的作用。笔者观影的两场，观众虽不

多，但都静静地看完字幕后才起身离

场，他们的年纪，和影片里王家斌正相

当。这也让我产生另一个念头：当下，

《柳青》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得到更多的

重视，引发更多关注乃至讨论。

不久前落幕的第24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上，“缺钱”成为了电影圈老总们

的一致感受。有投资人直言，电影投

资是高风险的投资，“指望电影投资能

赚钱，一定要明白它是小概率事件。”

为了把小概率变成大概率，电影圈的

营销手段可谓不断翻新和升级，但因

为太“拼”了，电影营销已经变了味道，

有的甚至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超越了

电影内容本身，让观众产生了“心理不

适“，透支了电影行业的信誉。

2020年，受疫情大环境的影响，中

国电影总票房仅达到 204.17 亿元，而

2019年的总票房为642.66亿元。如果

以人来做比喻的话，中国电影一下缺

少了 400 亿，相当于失血了三分之二，

虽然在全球电影大国中依然是遥遥领

先，但不可否认这是很严峻的现状。

而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片方的额外

费用却在增加，比如互联网平台的营

销费用，重要档期的排片费用等。

最终，影片赚钱的希望都压在了

票房上。“破圈”、成为“爆款”，是每个

电影片方都在希求的奇迹，而电影营

销成为了让电影未映先火，让片方回

血的重要一环。

电影营销手段不断翻新，

却和影片内容关系不大

如今的电影营销已经从过去的单

一的各类物料营销，传统的路演，变成

了新媒体营销、口碑营销，手段不停地

翻新，目的则是要争取电影能触达受

众，吸引人们对某部电影发生浓厚兴

趣，在电影预售阶段点个“想看”积累

人气。据悉，网络售票平台上“想看”

的点击量甚至已经成为电影宣传方的

KPI考核项目之一。

以今年最为火爆的春节档为例，

电影营销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所有

的重要影片都开通了短视频平台、社

交平台的官方账号，每天都会更新多

支短视频。《你好，李焕英》开启了“我

能让你更高兴”的“云路演”，之后，导

演贾玲又带着影片进入薇娅直播间。

而这种模式也成了固定模式，《刺杀小

说家》的主创雷佳音和董子健也进入

薇娅直播间；陈坤为其主演的《侍神

令》则进入李佳琦直播间进行宣传；同

一天，陈思诚和刘昊然联合薇娅直播

为《唐探3》带来了直播首秀。

制造话题也很重要，为了给《人潮

汹涌》造势，刘德华专门更新了《人潮

汹涌》短视频，#刘德华直播太有牌面

了#、#肖央怼刘德华#、#万茜哭戏#等

相关话题都是吸睛的重要手段。《唐探

3》派出主演刘昊然作为宣传主角，以

“昊然有什么坏心思呢”、“昊然情商有

多高”、“昊然的特殊癖好”等标题传

播，吸引粉丝。

这其中的问题是，所有的营销手

段其实和影片内容的关系并不大，就

是发挥各位明星主演的人气，以直播

卖票、短视频、上综艺等形式，卖力地

告诉外界自己的存在。

最终决定影片命运的，

还是上映后的真实口碑

营销手段能够确实能够起到暖场

的作用，令一部分观众感到好奇。然

而，当电影真正上映之后，营销手段就

会让位于“口碑”，此时再回看这些营

销手段，“忽悠”还是“真诚”就一目了

然了。别看今年春节档的影片，呈现

一派营销盛世景象，真正的赢家恐怕

只有《你好，李焕英》和《唐探 3》，这两

部电影将春节档的八成票房收入囊

中。

营销再热闹，预售再喧嚣，最终决

定影片命运的，还是影片的真实口

碑。 就算是春节档的两强，《唐探3》与

《你好，李焕英》之间也有着歧路差

别。《唐探3》凭借前两部的品牌效应和

受众黏合力，在预售榜一骑绝尘，首映

当天获得超 10 亿的票房成绩，但因口

碑下滑而被《你好，李焕英》逐渐反

超。《你好，李焕英》因真实而温暖的亲

情触动了观众心弦，最终凭借 8000 万

的投资以小博大，一路逆袭。

营销不能以操控观众，

将其“哄入”影院为目的

营销是虚幻的，口碑是真实的。

营销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影院的排片选择，预售的成绩又会带

来一系列的良性循环，但是，中国观

众的审美能力已经急速提升，能够清

醒地意识到电影营销的“夸张”、“大

V”和“水军”对于口碑的操纵。一项

调查显示，80.83%的消费者表示，他

们相信的是家人、同事和朋友关于推

荐电影的建议，这些建议成为是否看

电影的可靠性最高的来源。由此可

见，太多的营销“粉饰”都将在上映后

被剥去，露出电影的“本来面目”，优

劣立显。

2019年的《小猪佩奇过大年》堪称

营销典范，片方上映前推出了一则《啥

是佩奇》宣传短片，这部创意、走心的

故事，通过网络发酵，形成了病毒式传

播。尽管这种营销很快就让电影“破

圈”，但是后期在票房表现上，并没有

起到强有力的作用，电影因口碑不佳，

最后成绩不及预期。

有些营销手段确实能够助力电影

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比如《中国机

长》曾经让主创们“上天”，把首映礼

“搬”到了高空平稳翱翔的飞机上，新

颖的模式获得不少关注。电影《我和

我的祖国》则用王菲演唱的主题曲一

下提升了影片的热度。然而，这些影

片都是有相当的品质水准作为托举，

营销手段只是锦上添花，并不是能将

一部平庸的影片变为佳作的“魔术

手”。

相反，营销“忽悠”成功，但影片失

败的案例则会引发影迷对于片方“过

度营销”甚至“营销欺诈”的斥责和愤

慨。以2018年12月31日上映的《地球

最后的夜晚》为例，因为该片的文艺气

质与观众预期相差太大，形成了严重

错位，被观众戏称为“地球最困的夜

晚”。电影上映首日票房累计 2.61

亿，到第二天则暴跌 99.3%，创下中国

影史跌幅最高纪录，影片的信誉被严

重透支。而最近的案例则是 3 月 19

日上映的电影《日不落酒店》将沈腾

作为主演高调宣传，观众进了影院才

发现沈腾在影片中只是一个人形的

立牌，没有任何的表演。加之影片毫

无意义、毫无逻辑的剧情让观众大呼

上当，直斥片方“欺诈式”营销，并给

出“年度烂片”的评论。类似的案例

还可以追溯到 2018 年，电影《爱情公

寓》大打“感情牌”，吊足了剧迷的胃

口，然而观众却发现这部以“爱情公

寓”为由头的电影，实际却讲述盗墓

探险的故事，被欺骗的观众们不断地

打出了负面评价。

电影是一种文化商品，以盈利为

目的本无可厚非，然而，它的文化属性

又决定了它承载着良知和精神境界的

审美，不能被“铜臭气”所熏染。因此，

营销不能以操控观众，将其“哄入”影

院为目的。2021年的中国的影视行业

在全球遭遇疫情的大背景下，顽强复

苏却举步维艰，这种“焦虑”是可以理

解的，然而影视行业的发力要瞄准正

确的方向，营销手段不应被资本捆绑

而凌驾于电影作品之上，更不应脱离

电影作品本身进行营销。

营销能够有效地散播影片的亮

点，让电影与观众彼此找到、相识；营

销也需要创意的开发，让新鲜的灵感

助力电影的上映，优质的电影与真诚

的营销手段会一起给观众留下美好的

记忆，但最终一部电影作品还是要靠

品质和长线口碑来赢得观众发自内心

地尊重。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弓立芳

“镜”与“灯”的辩证
——观电影《柳青》有感

■文/赵 军

重回《天堂电影院》

■文/左 衡

最近正在重映经典电影《天

堂电影院》，我记得这部影片的很

多经典画面。很多次，我在不同

场合讲述过我在 80 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看过了《天堂电影院》，我

说我曾经就是《天堂电影院》里那

个小孩的中国版。事实上，影片

1988 年才在意大利公映。

我的母亲是 20 世纪 50 年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广

州市第一批人民政府参股的电影

院经理。我生下来的第 57 天，母

亲产假结束就抱着我上班，把我

的摇篮放在了电影院放映机旁。

我从来坚信我早在 1983 年全国

电影课教师进修班时就看过这部

《天堂电影院》。在之后绝无动摇

的献身电影事业的三十多年里，

这个化身为信念的“看过”始终留

在脑海中。

再次进到电影院，我突然发

现，并不记得这部影片的很多段

落，譬如没有看到过主人公托托

怎样从火海中救出老放映员阿尔

弗雷多，没有看到过长大了的托

托（名叫萨尔瓦托雷）恋上银行经

理的女儿艾莲娜，没有看到过镇

上人们在电影院放映中无数种各

异的狂欢与激动，也没有看到过

老阿尔弗雷多和托托母亲一番番

语重心长的交谈。

甚至没有看到过最后电影院

被政府收购后，在人们面前被轰

然炸毁。人们聚集在一起，默默

告别天堂电影院时，那个无厘头

的疯子依然跑过了广场。当然，

我的确曾经看影片当中那些难忘

的片段，如当年神父摇铃喊着咒

语般的命令，指挥着阿尔弗雷多

剪去画面上的接吻镜头，也的确

看到过三十年后听到阿尔弗雷多

逝世的消息，已经在罗马成为成

功的电影工作者的托托赶回镇上

为老人扶棺的画面。

记得最清楚的是，影片最后，

托托在银幕前重放了老人临终时

托付交给他的，一大本 30 年前剪

下来的那些爱情电影当中拥抱接

吻的画面。早已是成年人的托托

看着它们，仿佛看着陪伴着他心

智成长的童年岁月、小镇、放映员

阿尔弗雷多，以及历历往事。

我更加记得的便是告别知青

岁月不久的我自己，同样在一组

组镜头前被震撼、被感动、被打开

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认知的意识之

窗。也因此我把在某一次听课时

看到过《天堂电影院》的片段，当

作了整部电影。

我之所以相信自己就是看过

了《天堂电影院》，唯一理由，就

是 内 心 已 经 成 为 了 它 的 艺 术 信

徒。幻觉留在了我的认知里，而

这个认知成为了记忆，这个记忆

其实不能成立，而那个认知的本

身之所以会产生，并且从幻觉变

为记忆，最终沉淀在漫长的人生

意识中，证明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一旦激活了意识神经，它会召唤

出同频的辨识反应，迅速地对这

个意识信号进行解码，再由这个

反应提取出经过加工的信息。

这个信息的加工提炼的过程

也就是意识编码的过程，经过加

工提炼和编码之后的信息，一部

分返回认知范畴，一部分进入记

忆区间，成为长时记忆。这个长

时记忆与认知的配合足以成为一

种信念，以及价值观。

人的认知没有告诉人在幻觉

当中，人当然不认为自己的记忆

是一场幻觉，人更不会把自己的

信念仅仅看作是一场心理活动，

而不是坚定的事实。在整整三十

多年里，《天堂电影院》成为了世

界电影长廊当中我的最爱，我通

过它给予我的意识场，始终相信

对 于 电 影 的 热 爱 将 贯 穿 我 的 一

生，是神圣的，不可动摇、不可改

变、超越认知和信条的意念。

只是在今天我怀着重温的心

情全部看完这部《天堂电影院》的

时候，发现当中那么多的片段其

实我并没有看到过，也就是说这

部影片作为完整的作品，其实从

没有真正为我所观赏与认知。这

次体验再一次证明了《天堂电影

院》的神奇魅力，它带来的不是一

般 技 术 意 义 上 的 沉 浸 式 观 影 体

验，它带来的沉浸式属于灵魂。

随着岁月赋予我的经历，一如它

赋予托托的经历，这部影片给予

我在 124 分钟里的认知自然不会

是仅仅三十年前的深埋伤感和激

动，它是一片静静的世界，但是比

外部的喧嚣与骚动却更为深刻。

从看过《天堂电影院》的一些

片段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社

会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物是人非

的。我仅仅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很

局限的小地方和小平台。即便如

此，我相信所经历的都比主人公

托托（萨尔瓦托雷）的少年以及青

年时代惊心动魄、波澜跌宕得多，

那一切应该托赖这个社会巨大的

变化，也包括我个人的身体在几

十年的奋力起落当中一次次出生

入死。

但是，支撑着那些叱咤风云

的日日夜夜的，竟然有这样一部

电影（更多只是这部电影的概念）

存在的信念和理念。我每每想到

这部电影，都会相信有一些事情

比每一天追求的日常渴望更有意

义，有一些人们比被认为绚烂时

代的骄子更有意思，有更多的地

方比璀璨的城市中心的巨变更值

得我们怀念。

很多如同《天堂电影院》那样

的好电影，其实都是聚焦最平凡

的岁月，和当中最真挚的感情的，

包括乡情和亲情，更甚的是尤胜

亲情却引导着你成长地深情，它

们依附在一个小小的但有着特色

的地方，有趣的地方。我们在那

里的时候，是有灵魂的，我们离开

它的时候，却会是醉生梦死、缺少

支撑的。人的一生会像影片镜头

始终对着一片海洋，既是遥远无

垠，又是眼前潮汐涨落，我们热爱

它，是因为它留给我们过去的欢

乐和悲伤，成长中的迟钝与挫折。

它终究是有星光的，在天堂

电影院里的每一寸记忆都激活着

少年的心智，牵引着我们走向未

来。今天我还遇到了一起波澜，

看完电影，傍晚的时分，我得知我

人生经历中工作时间长达三十多

年的老单位里，一位早于我二十

多年退休的老同事在养老院去世

了。我的青年时代和她在一个科

室一起工作了将近二十年。这位

老 同 事 毕 业 自 中 山 大 学 的 历 史

系，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业

余时间我们交流历史见闻，从中

获益多多。

她向我传授毛笔字心诀时只

说过一句话：“中国文化都是讲阴

阳的。”我铭记至今。年老之后，

她蜗居七楼，因为糖尿病几乎就

没有下来过。去年，我们加装了

电梯，开通的那天我上到她家，将

电梯匙牌交到她手上。我们长谈

了一会儿，彼此安慰照顾身体，不

想才一年，昨天居然听到了她的

噩耗。

《天堂电影院》讲到的就是生

死，托托是听到老人家遽然去世

后回忆而当初的，落墨不论生死，

世间只留真情。电影内外是没有

差别的，现实的人间不论多少都

会 冒 出 值 得 我 们 珍 惜 的 精 神 火

花，《天堂电影院》因此成为了传

奇，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故事也

会成为传奇。

这部电影的故事一定会在它

的镜头之外一直延续。今天，我

听到那位同事的家属表示不做任

何告别仪式的决定，我想，做与不

做又如何呢？那些离去的人们，

那些在我们共同生活和工作中曾

经有过交集的朋友，是一定会留

在我们的意识里的。在心灵的认

知中，美好的信念从不会消失，它

们会永远陪伴着我，《天堂电影

院》便是如此。

电影营销不能让观众产生“心理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