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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一年，将在冬日的寒冷里落

下帷幕；可今年的电影市场，却一直保

持着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的态势。无数

电影人尽心竭力点燃的星星之火，终将

成为燎原之势。而2017年也势必成为

国产电影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

票房热度勇攀新高

对于电影的分类，大多数人会简单

地将其划分为“外国大片”和“国产电

影”。“外国大片”个个身怀绝技，带着震

撼的视觉特效——从《变形金刚》到《速

度与激情》，从《指环王》到《复仇者联

盟》——每一部的问世都能引起巨大的

连锁反应，周末的黄金场自不用提，就

连凌晨的首映也能场场爆满。

票房的数字代表着大多数人的鉴赏

评判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问卷调查表，

是观众用真金白银投票的结果。一直以

来，“外国大片”都占据着票房排行榜的

大半江山。相比之下，“国产电影”大多

重故事轻特效，所以人们宁可等上一两

个月，在网络上下载后在家欣赏，也不愿

第一时间去影院体验它们的魅力。

对于小众的文艺电影而言，5亿票

房已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但对于

面向大众的商业片而言，10亿票房才是

高低票房的分水岭，突破10亿，便是商

业价值的巨大成功。截止到去年，票房

的最高记录还是30多亿，而今年的《战

狼2》却斩获了前无古人的56亿，在打破

记录的同时，也引起了全民的热议。

《战狼2》凭借着精彩的动作和场

面，令每一位观众都心潮澎湃，更是点

燃了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口碑急速攀

升，一时万人空巷，影院连夜加场，持续

在线上映达9周，这是其他电影平均上

映时间的3倍。《战狼2》适逢国产电影

保护月，同时又暗合了中国影迷的心理

诉求，彰显了大国的威严和实力，天时

地利人和，缔造了票房的神话。

过了国产电影保护月，便是兵家必

争的“国庆档”。开心麻花《羞羞的铁

拳》与冯小刚的《芳华》狭路相逢。一边

是连创佳绩的喜剧团队，一边是精湛熟

稔的老资格导演，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可计划没有变化快，国庆前五天，《芳

华》突然撤档，《羞羞的铁拳》一举拿下

23亿票房，名利双收。12月15日，《芳

华》在国内与北美地区同步公映后，引

发热议，被誉为“冯小刚最好的作品”。

相较而言，《正义联盟》《雷神3》等

“外国大片”的口碑和票房都是不温不

火，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雄霸之姿。“外国

大片”的套路化越发严重，群众们很难

从中寻找到惊喜与满足，这也预示着国

产电影的春天将至。

创作类型百花齐放

以前的国产电影，港片独树一帜，

台湾的小清新电影穿插其间。至于大

陆的电影嘛，就像食堂的饭菜，填得饱

肚子却给不了惊喜。张艺谋、冯小刚这

类能独当一面的导演屈指可数，艺术风

格和影片类型也趋向单一化。而在

2017年，我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广度和

深度都在不断地延伸。越来越多的电

影人，带来了风格迥异但却同样出色的

电影。

《绣春刀2》用考究的服装和布景，

还原了明代锦衣卫的时代，却在讲一个

官场与野心的故事。淡化了拳脚武功，

加入了权谋与策略，是明代官场上步步

为营的政史图景，也是小人物在大时代

中挣扎辗转的绝唱挽歌。

《二十二》用纪录片的形式，揭开历

史的伤疤，见证“慰安妇”的生存现状。

死者已矣，生者将逝。一部纪录片不仅

融汇着她们多年来的坚强乐观，还蕴藏

着与时间赛跑的现实意义，更是昭显着

一个大国面对历史的勇气与决心。

《记忆大师》用扎实的剧本，打乱时

间线索，用“烧脑”的形式包裹一个谜团

重重的故事；《破·局》翻拍韩国电影，却

用入木三分的演技，让人物形象从影片

中走出来；《悟空传》把网络文学的圭臬

影视化，画面特效精细到无以复加；《闪

光少女》用校园青春片的模式，内核却

是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今日传承……

至此，国产电影已然走出了千篇

一律的窠臼，开始向着百花齐放的方

向发展。而随着电影市场类型的多元

化，也势必会有更多的观众，提出更高

的期待和要求，这才是对国产电影最

大的呵护。

艺术价值沉淀升华

2017年的国产电影，不仅在票房

上有出色的表现，在业内的电影节中也

频频得奖，成绩喜人。

电影《守边人》由长影集团出品，今

年10月全国上映，并在“中澳国际电影

节”上，获得了“优秀故事片奖”“最佳编

剧奖”和“评委会特别表彰女演员奖”。

华语电影的三大奖项——台湾金

马奖、香港金像奖、大陆金鸡百花奖，是

影片艺术成就的衡量标杆，也是给忙碌

一年的电影人最好的精神嘉奖。

在这三个奖项中，金马奖的权威性

一直是最高的。而在2017年上映的电

影中。大陆导演张大磊执导《八月》荣

获了53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而为

人所熟知的演员范伟，凭借着梅峰导演

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获得了最佳男演

员的荣誉。两部片子都以黑白的色调，

拍摄出了在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人们

眼中的世界更替与交迭，带着浓烈的个

人审美风格。

日前，第54届金马奖开奖。文晏

凭借《嘉年华》摘得最佳导演奖，涂们凭

借《老兽》获得最佳男演员。前者把题

材对准未成年人的性侵问题，后者直面

城市迅速发展的后遗症，和当今社会的

亲情伦理危机。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

国产电影，能够沉静下来，深入下去，有

了更明显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段奕宏也凭借《暴雪将

至》拿到了今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影

帝。在片中，他将一个国有企业的员

工，从得意到落魄演绎得十分精确，各

种意象元素合理运用，把国有企业改

革、南方的暴雪、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

平融会贯通。

而贾樟柯在今年创办了“平遥国际

影展”，同时也推出了他和4个外国导

演合作的新片《时间去哪儿了》，电影人

也戏称今年为“平遥元年”。从贾樟柯

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在不断将

自己与国际接轨，也给更多的有志之士

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从这些意义出发，电影已经不仅仅

作为消遣和娱乐的存在，它还是装载着

历史记忆的艺术品，是无数人心血的结

晶，是用毕生为之奉献热诚的理想国。

回顾过往的2017年，是国产电影发展

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冬日的寒冷过

后，必将是春和景明，鸟语花香。

从有模糊的记忆开始，我

脑海里的景象就是奔跑的老卡

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母亲

抱着还走不稳路的我，坐在卡

车的大货箱里，风在耳边吹过，不是很大，但扬起的灰

尘并不少，萦萦绕绕地飘落在我们身上，甩在车箱的

后边……

身下，是从旧家搬来的杂物，随着车身的晃动，发

出吱嘎吱嘎的声响。（后来才知道，因为父亲工作频繁
调动，我们家也就不停地辗转各地。）不知走了多长时

间，好像是傍晚时分，到了一个山高林密的地方，四周

的苍山护着一方小小的盆地，在夜色渐浓的时候，袅

袅炊烟从这里升了起来。这就是我童年记忆开始渐

渐清晰的地方……

童年记忆的美好，是从山里的蝴蝶、蜻蜓、蝈蝈、

蚂蚱开始的，还有身上闪耀着梦幻色彩的甲壳虫。有

很多奇异的植物种子，最喜欢的是呈现各种色彩的花

豆；也有记忆中的惊恐，是山里的蚊子和大瞎虻。儿

时最初的惊恐哭声就是从一个大瞎虻叮在脚背上开

始的。

冬天的时候，山里还是冷一些。孩子们在外戏耍

不了多长时间，就各自回到林场分配的家属房里去

了。冬天的喜悦，除了滑滑冰爬犁，抽抽冰猴，打打雪

仗，对于性情相对静一些的我，就是看着窗花时的呆

想。当时的漂亮窗花，是亮玻璃上的产物，是家里孩

子共同关注的视点。那时林场的家属房，是土瓦结构

的，墙是黄土垒的，房盖上镶了红瓦，比屯子里的泥草

房要好一些。屯子里泥草房的窗户是在窗格上糊的

纸，冬天的时候，有绒绒的白霜粘在上边，是看不到窗

花的，让你感受到的只是山区的寒冷。林场的家属

房，窗户是镶上玻璃的，那时透明度好的亮玻璃少，透

明度差一些的花玻璃多，如果是哪家的孩子淘气，把

玻璃打坏了，那就得用窗户纸糊上了。我儿时最初的

憧憬和幻想，就是从林场家属房里亮玻璃上的窗花开

始的……

那时，家属房镶的是单层玻璃，封闭不好，透着

风。清早的炉火还没生起来，屋里很冷，被窝里的我

为了看窗花，还是起来了。

那时弟弟和小妹妹还没出生，哥哥和大妹妹有时

也加入看窗花的行列。如果气温得当，天气冷得恰如

其分，那最美的窗花就产生了，不薄不厚，明暗有序，

有大片的“森林”，各样的“树”，还有“藤蔓”；有不知名

的动物，有像牛的，有像老鼠的，有一次还发现了“猴

子”；还有天上飞的鸟，“小燕子”是常客，“大雁”出现

的次数最多；有时出现大片的建筑，楼宇层叠……那

时没见过大城市，是爸爸告诉我们哪些像北京的楼，

哪些像上海的楼，有一次还看到了和第一汽车制造厂

奠基地相像的画面。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画面染上

了红色，金光闪闪，哥哥、妹妹和我一起呼喊，那红红

的窗花与红红的炉火相映，我们的脸上都泛着红光，

妈妈做的热气腾腾的玉米饼子也端了上来，这是最好

最开心的早晨……

若干年后，家属房上了双层木框玻璃，屋里也暖

了许多，窗花也发生了变化，里层玻璃的窗花繁星点

点，有“月牙”，还有“星球”，似乎满是宇宙空间神奇的

组合……

再后来，我考学来到了长春，有了从铝合金窗户

到塑钢窗户又到断桥铝窗户的经历。窗户是房子的

“眼睛”，采光、通风和保暖全都是窗户的作用。好

的窗户能在冬天有好的保暖作用，现在我们家用的

三层玻璃的断桥铝窗户，再也找不到一丝窗花的痕

迹了……

现在每每想起儿时，想起对窗花的疑问和不解，

想起窗花里的繁华景象和如梦如幻的世界，与现实

对应，似乎在现实社会中都得到了印证。记得那年

去海南开会，看到海边的椰子树和美丽的海岛风

光，与我小时看到的窗花竟是“异曲同工”；还有窗

花上高楼林立的场景，不就是我们祖国日新月异发

展的美好“缩影”么？旭日东升，红日映在三层玻璃

上，呈现出叠影梦幻。在透明的窗口，我看到又有

一片楼群拔地而起……

窗 花
□马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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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影市场，却一直保持着高歌猛

进、势如破竹的态势。无数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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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穆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遽归道山，大家都在热烈评判他的
创作成就，尤其高度评价他的不朽诗作《乡愁》。古往今来，那
些如堕烟海的文艺作品，大体上都不外乎两种命运：不朽与速
朽。绝大多数作品都“速朽”了，湮没无闻，极少数成为“不
朽”，流传百世。余光中的《乡愁》，就是“不朽”诗作之一。

《乡愁》好在哪里？因为该诗反映了两岸人民要求统一、
结束骨肉分离局面的迫切意愿，且情感真挚，语言凝练，比喻
生动，朴实无华。而在谈到这首诗的创作时，余光中只说了两
句话：想了20年，写了20分钟。诗作于1971年，其时，余光中
已去台22年，这是他在心里酝酿了20多年的作品，千呼万唤
始出来，横空出世惊天下。

《乡愁》的成功再次说明，好东西
都是“熬”出来的——可以说是世界
上一切艺术作品创作的共同规律，概
莫能外。所谓“熬”字，就是说任何艺
术创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要达到
一定的度，才能出精品佳作，这也就

是20年媳妇熬成婆的道理。无论谁在艺术创作上偷工减
料，投机取巧，走捷径，搞瓜菜代，都只能出次品、赝品、废
品，出世快湮没更快。“七步成诗”、倚马可待的快手不是没
有，一是少得可怜，二是质量也多经不起推敲，速成的东
西，都很难成精品。精品佳作，还是要靠时间去慢慢“熬”，
靠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常年努力。余光中积20年之功，
磨出了《乡愁》，任何一个想创作精品的作家诗人也应有这
样的思想准备。

“熬”字还有“悟”的意思。艺术创作中的“熬”，不是一味
地死熬、傻熬、硬熬；而是“熬”中有“悟”，“熬”中有进。通常是
在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后，突然开悟、醒悟，恍然大悟，创作
灵感如同春潮滚动，汹涌澎湃，好的作品，传世佳作，往往就会
在这时候问世。“熬”字也有“磨”的意思，即精雕细刻、反复打
磨、细心修改。这个“磨”，既包括文成以后的反复修改，耐心
打磨，去粗存菁，也包括下笔前的打腹稿，动脑筋，苦思冥想，
格物致知，只有这两“磨”做足了，作品方可大放异彩。

《乡愁》诗人驾鹤西去，金瓯无缺的未来不会太遥远。

《乡愁》
是

“熬”出来的
□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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