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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的!完胜秘籍"

寻求和认识好莱坞的秘籍! 一直
是国际电影节并不避讳且津津乐道的
话题!在所有

#

类电影节中这算得上是
一道独特的景观" 因为选择让这个在
场者隐身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而上海
国际电影节却予以高调宣示! 也许这
是出于差异化的考量" 从电影节的定
位而言! 年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更多
地担起了中国电影的整体思考! 积极
助推电影的产业发展! 对它来说可能
更为现实和迫切!甚至责无旁贷" 也就
是说! 在自上而下确认了中国电影的

主要生产方向是在商业片之后! 如何
师法好莱坞!如何仿制美国大片!就理
所当然地屡屡成为电影节内外的焦点
热议" 只是本该作为主角的参赛片却
沦为了陪衬! 它们在电影节上的表现
少人问津!以后的命运更乏人关心" 这
多少让一场国际级的竞赛变成了一个
行业高峰论坛" 中国人向来信奉#他山
之石$!既然认准了好莱坞之路!那么
借电影节的艺术平台!凝聚八方智慧!

行探究商业片之实!也就无可厚非了%

好莱坞的秘籍究竟在哪儿& 我们

曾经一度认为是故事% 后来发现好莱
坞也有太多滥俗的故事% 跟着又认为!

也许故事滥不滥不是关键! 怎么说故
事才是关键% 于是!类型策略成了台面
上的中心议题! 似乎中国商业片的原
罪都在于我们只有志怪和苦情的传
统! 缺乏类型的系统训练% 可是再后
来!发现类型策略并不可靠!连好莱坞
都在不断地予以颠覆% 于是又把目光
投向了后期特效! 觉得好莱坞的大多
数故事其实并不咋地! 关键还是人家
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电脑虚拟技术!

制造银幕奇观才是王道% 偏偏观众不
买账!一轮#技术流$换来的是一轮指
其粗糙胡说的板砖% 花出去不少的真
金白银后! 我们才又明白还有一道叫
#前期特效$的制作流程!没有它打底!

后期特效不光费工费时! 而且做出来
的活儿欠缺质感!容易显假% 本届电影
节期间! 一家七十多年历史的好莱坞
前期特效公司牵手上海的电影器材公
司! 无疑会令中国电影的制作工艺上
一个台阶% 我们由此或会进入一个#全
真类型$ 时代! 再没有不敢触碰的类

型!也用不着挂羊头卖狗肉了%

技术确乎是好莱坞的秘籍! 我们花
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摸到了其中玄妙% 当
然! 也只有在欧债危机驱之不散的阴霾
下!在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翘楚的当下!好
莱坞才会主动输出它的核心技术! 天时
地利缺一不可% 可是!倘若认为技术乃好
莱坞的终极秘籍!实在不免管窥蠡测%

人的素养在机器面前是决定性
的% 今天哪怕有了设备!我们也拍不出
'泰坦尼克号(!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
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素养没到那个份
上% 而一个从业者的素养除了专业技
能!还有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团队协
作精神% 李安曾经感叹好莱坞团队的
职业素养!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越洋
去好莱坞拍片的华人导演对此不心生
感触! 这或许就是好莱坞那些不为圈
外人所知的强大% 打个比方!中国乒乓
队一定不惧送给美国人几把球拍!即
便是把几名选手送过去!想也无妨% 因
为那套扎根于国情的青少年培训机制
是搬不走的!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冠
军的摇篮% 所以!又一个好莱坞秘籍显

然是那套管理机制% 那么它在哪儿呢&

每年奥斯卡的颁奖晚会一定不会
遗漏这样一个环节) 在一段由哀婉渐
入磅礴的乐曲中! 银幕上依次叠化出
本年度逝世的好莱坞电影人% 有时我
会很惊愕!因为岁月早已让他*她+销
声匿迹!我都以为他*她+已作古多年"

他*她+显然对当下的电影和观众失去
了影响 !但他 *她 +存在过 !曾经奋斗
过!好莱坞不会忘却" 这种特别宣示的
仪式! 无疑会给每一个好莱坞从业人
员以荣耀!以榜样的力量"

,让更多不相干的人来好莱坞
吧$! 在好莱坞你常能听到这句口头
禅" 事实上!百年好莱坞的历史就是一
部各色人等聚散分合的历史" 今天的
好莱坞早已不是传统概念的电影人占
主导的地方!风险投资人-工商管理硕
士-工程师-材料专家-

$%

精英随处闪
现% 他们带来了新观念-新方法-新专
业!使这个百年字号老而弥坚% 让不相
干的人进来! 何尝不是一个好莱坞的
秘籍! 其中蕴含的开放心态和前瞻考
量!相信已无须赘述% #葛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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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习惯非黑即白%只要发现了
谁的一个缺点! 头一天还热情相拥呢!一
转眼就#这个人怎么这样$% 可是!你自己
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我们了解人性的复
杂时!理性才会慢慢地建立起来%

近半年我常常讲!不要站在道德的立
场上讨论道德% 比如去年!中国人讨论最
多的! 一个是老太太跌倒了没人敢扶!怕
被讹.一个是小悦悦事件" 大家在那儿感
慨!中国人现在良心滑坡-道德沦丧-世风
日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当下的
中国人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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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糟糕!也不会比
&''

年
后好"内心有好有不好!人性就是这样!要
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
活了我们的坏"

它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 有时候还跟
改革有关系"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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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两车一撞!下
来就打!因为打完了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
在比较文明! 两车一撞! 下来将保险号一
抄!还可能互相点根烟!走了" 为什么出现
这种变化& 不是讲文明!是强制上保险" 为
什么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这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
每个公民"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
儿子和姑娘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在日内瓦
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
判吗& 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
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
的艺术! 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
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
了,双赢$这个词"

当时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没有太深刻
的理解"

这三四年 ! 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

年轻人从来都觉得 ,妥协$ 是一个糟糕

的词" 过了
)'

岁我才明白! 如果能够营
造- 逼迫对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协 !

然后完成进步! 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回
望历史! 你不觉得! 所有的进步都是由
于双方妥协促成的吗&

说小了! 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
判" 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
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四十多岁头发会白!

眼睛会花" 你改变生活方式!妥协!岁月也
会与你妥协半步" 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
一场漫长的谈判!民主不也是如此吗&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
双方都懂得的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 权
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 我觉
得公众的妥协在于!我们可不可以变得更
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我们可不可以在
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我觉得!这
可能是最关键的"

我们未来的
&'

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
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 然后完成这个社
会-这个国家质变的那一瞬间" 任何单方
面的妥协都不可能"现在很多事件-冲突!

都是来自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
会合"

但是!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是很重
要的!我觉得公权力要先妥协" 媒体更多
的是要约束公权力!要通过对常识的捍卫
和对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让这个社会的理
性建立起来"

现在不像
!'

世纪
*'

年代初!突然沉默!

不理过去了!然后一门心思玩经济挣钱"

现在! 中国人重新来到一个十字路
口!开始迷茫)物质差不多了!可是还不幸
福"怎么办&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我觉得恰
恰要理性起来!很简单!逼迫双方妥协!从
自己做起" #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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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奶奶是一位退休工人! 养
老金不高! 以 ,日日捐$ 的形式
向社会献爱心 " 虽然捐的钱不
多! 每日只有区区一元钱! 但她
说! 这一元钱带给她许多快乐 !

只要有一日不捐! 心里就会空落
落的"

前几天看新闻! 有位文具店
老板街头孤身追贼! 为一位女士
追回一条金项链" ,这样的见义
勇为不下十次了 "$ 这则新闻有
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追小偷时只
有他一个人! 而且追了长长的一
条街"

香港有位义工叫苏金妹! 她
认为道德不能靠说理! 而靠 ,训
练 $ " 如果想让孩子富有爱心 !

就应该让孩子走上街头去帮助别
人! 这样才能 ,训练有素$"

山东济南有位叫郑承镇的老
人 !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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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济南 ,收养 $了
一个流浪孩子之后! 这些年一共
帮助了四百多位流浪孩子! 在他
收养的孩子中! 没有一个再去流
浪"

常人很难理解郑承镇的行
为! 唯有 ,训练有素$ 这四字才
能解释"

,道德 $ 真的需要训练 " 这
段时间! 网上在热议一位名叫陆
杰森的美国在华留学生! 他在麦
当劳门口遇到一位乞讨的老奶
奶!于是买了两份薯条!两个人席
地而坐!开心地吃着" 陆杰森的爱
心让许多国人为之感动! 但对于
陆杰森来说! 这却是一件十分平
常的事! 因为他在美国就是一位
义工!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为乞丐

买一份食物!只是举手之劳"

陆杰森的 ,很简单$! 对许多
人来说却是 ,很困难$" 我们接受
了太多的道德说教! 但缺少实践
和体验 " 结果 ! 我们永远站在
,道德观$ 的阵营里! 乐于做一个
评判者! 而不愿做一位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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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香港培训! 在九龙
塘地铁口曾看到温情的一幕) 一
位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站在地铁
出口! 手举一块 ,哮喘基金募捐$

的牌子向路人募捐! 而他的父母
则靠在一辆奔驰车边! 微笑地看
着他"

这个场景! 至今! 我记忆犹
新" 我觉得! 这是我目前所发现
的最好的 ,爱心教育$ 和 ,道德
教育$"

#流沙$

乡下人始终没怎么改变! 不
管时空怎么轮换! 他们像田里的
稻子一样! 一茬又一茬! 总是长
成稻子的模样"

沈从文是个著名的乡下人 !

他笔下最天然最美的女人! 始终
都是十五六岁! 再往上! 就不能
说美! 只能说风度" 他写一个年
纪约二十七八岁的城里女人! 便
直白地说) 风度中已经带有一种
美人迟暮的调子 " 这话放到现
在! 城里女人看起来会有点儿触
目! 但在乡下! 仍旧是天经地义
的铁律 " 女人最好

!'

岁出头结
婚! 那么如果下一代做得好! 她
)'

岁左右就能当上祖母 ! 这时
候所有乡下人都会冲出来说) 好
福气啊 " 他们可不能想象

)'

岁
的女人仍旧单身! 仍旧美丽" 如
果不巧谁家里有个女儿! 一看到
别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约
会! 做母亲的肯定评论一句) 妖
怪 " 只有妖怪才会常买新衣服
穿! 乡下人只在有事情时! 才想
到新衣服的必要性! 出门喝喜酒
啦! 过新年啦! 那才是新衣服名
正言顺出场的理由"

乡下人习惯做什么事情都早
一步! 过去婶娘们早上五点就起

来做早饭! 煮一锅白粥! 蒸两只
咸蛋! 吃上一大碗! 舒舒服服扛
着一把锄头消失在远处" 现在田
没有了! 乡下人依旧很早吃饭 !

有时上午
&'

点多就烧了午饭 !

&&

点吃完 ! 正好出门赶一场麻
将" 晚饭他们根据天色行动! 如
果天黑前还没吃到晚饭! 乡下人
会觉得自己过得很苦! 因为早有
邻居吃罢饭上门来闲谈! 这时候
吃饭的乡下人就让一让座! 开始
说自己最近下班有多晚! 天黑还
不能吃完饭"

他们对自己的事情! 习惯大
声嚷嚷!大到下礼拜女儿结婚!小
到女儿月经没来不知道是不是已
经有了! 都要哇啦哇啦说给邻居
听! 一段话说到末尾! 总要加一
句)你说是不是& 邻居就点头!开
始说起自家的闲话) 儿子不争气
不肯回来相亲! 或者上一次怎么
吹掉了亲事" 乡下人最喜欢听的
闲话!就是别人家难念的一本经!

哪家儿子好赌! 哪家女儿光打扮
不嫁人!哪家小孩只知道玩游戏"

听完了! 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虽
然不如意! 但没有对方那么不如
意" 谈话一旦小声起来!那一定是
两个乡下人在说第三方的闲话 !

这些闲话因为声音太低! 充满诱
惑! 路过的人都喜欢凑上去听一
听! 无非是哪家媳妇太小气或者
哪家男人有了外遇"

他们通常用得很省! 但喜欢
装装大方" 平常两个人吃一碗青
菜一碗红烧肉! 家里如果来了远
客! 必定摆上八盘热菜" 怕人家
嫌自己烧得不好! 还要巴巴地去
熟肉铺买一只白斩鸡或者半斤鸭
子" 去别人家做客! 看到人家新
买了跑步机或者家庭影院! 总要
吐吐舌头问 ) 这个东西要多贵 &

等周围几个人家全有了! 他就思
索着! 自己家也该来一套! 不然
有客人来! 仿佛不像样子"

乡下人最在意的事情! 便是
,样子 $ ! 夸一个

('

岁的女人
,样子好$! 是说她还年轻! 还没
有完全老年人的样子"

('

岁在过
去! 那是天大的年纪! 他们最怕
的事情 ! 是 ,不像样子 $! 为了
样子! 可以添置些几百年用不上
的跑步机 - 大音箱 " 出门吃饭 !

也可以点一只澳洲龙虾! 来一瓶
法国红酒! 私底下咋舌说) 有什
么好吃& 但执意要点! 只因为上
回别人请客! 他们吃到了"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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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问高僧! 他觉得贪- 嗔- 痴中!

,嗔$字他最难克服!要如何处理自己的愤
怒&

高僧反问弟子)如果你是一个长途跋
涉的旅人!在途中遇到一只疯狗!莫名其
妙地对你狂吠!你会)

一-绕过它!继续走自己的路"

二-趴下来!也对它狂吠"

相信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会明白!

什么才是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选择
的是什么& $

每次我在演讲时这么问!听众都会露
出会心的微笑!很多人很诚实地说!没错!

我们都选第二项"

,而且!我们不但对它狂吠!还企图咬
它一口" 看是它厉害还是我厉害! 对不
对& $

很多人都点头"

因为愤怒!我们会有某种报复心"

报复并不会让我们尝到任何甜头!但
我们总是忍不住反击!即使这种反击损人
不利己!且降低了我们自己的人格"

#吴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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