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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談電影﹕ 

大片中彌漫細菌破壞社會價值 

 
  1

 
過去的一年裡﹐36 歲的導演賈樟柯起碼有兩次吸引了公眾的

目光。2006 年 9 月﹐他憑藉電影《三峽好人》獲得威尼斯電影節

金獅獎。2006 年末﹐《三峽好人》與張藝謀執導的“大片”《滿

城盡帶黃金甲》同期上映﹐隨即賈樟柯與《滿城盡帶黃金甲》製

片人張偉平爆發論戰。 
近日﹐賈樟柯接受《中國青年報》獨家專訪﹐希望以更加嚴

肅的討論表達其立場。 
 

                                     
1 原載《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2007 年 1 月 10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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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你的發言明顯多了﹐而且時有尖

銳之語。而你原來給大家的印象比較低調﹐比較溫和。是這樣嗎﹖ 
 

對﹐話越來越多了。我們作為導演﹐

共同面對的中國電影環境變得千瘡百孔﹐問題特別多。其中最大

的問題是﹐中國真正有價值的電影﹐完全被所謂商業電影的神話

所籠罩﹐完全沒有機會被公眾所認識。很多人說﹐賈樟柯的話現

在這麼多﹐不就是發行一部片子嗎﹐至於這樣嗎﹖我覺得這完全

是一種誤解。實際上機會對我來說還是非常多的﹐包括商業上的

機會﹐包括我們的銷售﹐就是說不管票房好或壞﹐我的電影還是

有機會在銀幕上跟觀眾見面的。並不是說我自己的生存環境有多

麼惡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剛拍電影的年輕導演﹐他們的生存環

境太惡劣了。這個惡劣﹐一是說銀幕上沒有任何一個空間接納他

們﹐再一個﹐有一部分電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電影工業之外。 
 

什麼原因呢﹖ 
 

有很多優秀電影﹐比如說它是用 DV 拍的﹐技術審查規定 DV
拍的不能夠進影院﹐就連 16 毫米膠片拍的也不允許進影院﹐必須

是 35 毫米膠片或者是很昂貴的高清拍攝的才能進入院線系統。 
實際上這樣的技術門檻完全沒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現在拍

電影選擇什麼材料﹐導演應該是自由的﹐這種材料拍完以後﹐影

院接受不接受﹐應該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檢驗行為﹐而現在卻是行

政行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導演攔在了電影工業之外﹐他們沒

有機會進入中國電影的這個系統裡面﹐祇能永遠被邊緣化。 
這種情況的存在﹐我們呼籲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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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電影行業裡有影響力和發言權的名導演﹐卻沒人站出來說

話﹐眼睜睜看著那麼多年輕導演得不到任何空間﹐不得不走影展

路線﹐然後反過來他們又罵年輕導演拍電影祇是為走影展。我覺

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剛開始拍獨立電影的時候﹐媒體還在文化上非常認同這

種創作﹐也願意用媒體的資源來為這些電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

紹。但到了這一兩年﹐特別是大片盛行之後﹐整個價值觀完全被

它們改造之後﹐我們要在媒體上尋找幾行關於年輕導演﹑以及他

們作品的文字介紹﹐已經難得一見了。 
整個社會給剛拍電影或者想拍電影的年輕導演的機會越來越

少。這種狀況我觀察了將近兩年時間﹐到 2006 年年底的時候﹐我

覺得必須講﹐必須說出來。 
我感到痛心的是﹐許多比我有話語權的導演﹐從來不做這種

事情。中國電影的分級制度為什麼還出臺不了﹖所謂技術審查的

弊端﹐為什麼就沒人在更大的場合講出來﹖那些大導演比我有發

言權多了﹐也有影響力多了﹐他們有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有發

言渠道﹐卻從來不推動這些事情。我之前還一直幻想著﹐覺得應

該有更有能力的人來擔負起這個責任﹐但我很失望。我並沒有把

自己當成一個什麼人物﹐或有多大影響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亂嚷嚷一氣。 
 

 
我本人很喜歡你的電影。但是坦率地講﹐我沒有去影院看《三

峽好人》﹐而是買的碟。我倒是為《滿城盡帶黃金甲》貢獻了幾

十塊錢的票房。據我所知﹐很多人喜歡你的電影﹐但都是買了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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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細細欣賞﹐而不是去影院。 
 

你想說為什麼會這樣﹐是吧﹖ 
 

是啊﹗這似乎成了一種普遍狀況﹐出了影院就開罵大片﹐而

內心真正喜歡的影片﹐卻沒去影院貢獻票房。 
 

今天我們面臨的情況是﹐所謂高投入高產出﹐電影惟利是圖

的觀念﹐已經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種新的話語影響﹐一種大

片神話的話語影響。 
說到商業大片﹐首先我強調我並不是反對商業﹐也不是反對

商業電影﹐相反我非常呼喚中國的商業電影。我批評商業大片﹐

並不是說它大。電影作為一個生意﹐祇要能融到資本﹐投入多少

都沒關係﹐收入多高都沒問題。問題在於它的操作模式裡面﹐具

有一種法西斯性﹐它破壞了我們內心最神聖的價值。這個才是我

要批評的東西。 
今天商業大片在中國的操作﹐是以破壞我們需要遵守的那些

社會基本原則來達到的﹐比如說平等的原則﹐包括它對院線時空

的壟斷﹐它跟行政權力的結合﹐它對公共資源的佔用。中央電視

臺從一套開始﹐新聞聯播都在播出這樣的新聞﹐說某某要上片了。 
這種調動公共資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機場所有的廣告牌

都是它﹐一打開電視所有的頻道都是它﹐一翻開報紙所有的版面

都是它。當全社會都幫這部電影運作的時候﹐它已經不是一部電

影﹐它已變成一個公共事件﹐隨之而來﹐它的法西斯細菌就開始

彌漫。這並不是聳人聽聞﹐這是從社會學角度而言。 
對於大多數受眾來說﹐就像開會一樣﹐明知道今天開會就是

喝茶水﹑織毛衣﹑嗑瓜子﹐內容都猜到了﹐但還得去﹐因為不能

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開會﹐於是形成大家看了罵﹑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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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看﹐但明年還一樣。 
電影的運作﹐如果是以破壞平等和民主的原則去做的話﹐這

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運作過程中﹐它所散佈的那

種價值觀﹐同樣危害極大。這種價值觀包括娛樂至上﹐包括詆毀

電影承載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記得當時大家在批評《十面埋伏》的劇本漏洞時﹐張藝謀

導演就說﹐這就是娛樂嘛﹗大家進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

評《英雄》時﹐他也說﹕“啊﹐為什麼要那麼多哲學﹖”問題在

於《英雄》﹐它不是沒有哲學﹐而是處處有哲學﹐但它是我們非

常厭惡﹑很想抵制的那種哲學。可當面對批評時﹐他說我沒有要

哲學啊﹗你處處在談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學嗎﹖你怎麼能用娛

樂來回應呢﹖這樣的偷換概念﹐說明你已經沒有心情來面對一個

嚴肅的文化話題。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製造者們始終強調觀眾的選擇﹑市場的選擇。但問題

是﹐市場的選擇背後是行政權力。至於觀眾的選擇﹐其實觀眾是

非常容易被主流價值觀所影響的。有多少觀眾真正具有獨立判

斷﹖我覺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帶給大眾一種思考的習慣﹐從而使這

個國家人們的內心構成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 
大片裡面娛樂至上的觀點﹑金錢至上的觀點﹑否定和詆毀思想

承載的觀點﹐深刻地影響著大眾。然後﹐他們會替大眾說一句話﹕

大眾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娛樂﹐你們這樣做是不道德的﹐為什麼

還要讓他們看賈樟柯這種電影﹐還要講生活裡面不幸福的事﹖ 
 

我可以告訴你我一個同事的表述﹕賈樟柯拍的電影太真實

了﹐真實得就和生活一樣。可生活本身已經夠灰頭土臉的了﹐為

什麼我們進影院還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電影不就是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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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有疑問的話﹐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

化的作用﹑藝術的作用。為什麼人類文化的主體﹑藝術的主體是

悲劇﹖為什麼人類需要悲劇﹖這些基本的問題﹐還需要我回答

嗎﹖我特別喜歡劉恒作品裡的一句話﹐他在談到魯迅時說﹐魯迅

文章裡面無邊的黑暗﹐照亮了我們的黑暗。 
藝術的功能就在於﹐它告訴我們﹐有些既成的事實是錯的。

我們之所以通過影片﹐繼續面對那些我們不愉快的既成事實﹐是

因為我們要改變﹐我們要變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

所講的﹐直到今天﹐電影都是我尋找自由的一種方法﹐也是中國

人尋找自由的一種方法。而無限的娛樂背後是什麼呢﹖說白了﹐

娛樂是無害的﹐這個社會鼓勵娛樂﹐我們的體制也鼓勵娛樂。 
 

你多次提到過﹐目前你手裡不缺好的劇本。而國產大片最被

人詬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麼多錢﹐竟連一個完整的故事都講不

好。編劇們貧乏到祇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

框架展開情節。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的電影裡面﹐編劇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實導演的品

位和慾求。編劇除了編劇技巧之外﹐還要看導演想表達的東西。

一個貨真價實的觀念也好﹐一種對生活的獨特發現也好﹐或者尋

找到一個觀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覺得缺少這些的話﹐技巧再

好也是貧乏的。 
 

 
這種“大片”格局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翻了一下前幾年的資料和記錄﹐我覺得是從幾位大導演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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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改變的時候出手不慎開始的。他們開始轉型的時候﹐並沒有以

一種更開闊的藝術視野去面對自己的轉型﹐幾乎都是以否定自己

原來堅持的價值﹑否定藝術電影的價值﹐以一種斷裂的方式﹐進

入到新的類型裡面的。當時他們在創作上﹐在藝術電影的創作上﹐

都處於瓶頸階段﹐都處於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階段。但他

們沒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頸﹐他們轉型去做商業電

影。而那個時候﹐恰恰是一幫年輕導演在國際舞臺最活躍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無一例外都被商業邏輯所俘虜﹖ 
 

就我的研究和觀察﹐我覺得他們幾位始終是時代潮流的產物﹐

他們沒有更新為一種現代藝術家的心理結構。比如說從《黃土地》

開始﹐到《紅高粱》﹐這兩部影片﹐這兩位導演﹐他們的創作都

是時代潮流的產物。 
 

據我所知﹐你很推崇《黃土地》﹖ 
 

對﹐我非常喜歡。但這裡頭我們不是談具體個人或是評價具

體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會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後的文化因

緣。那麼你會看到﹐實際上《黃土地》是融入到整個尋根文學﹐

以及 20 世紀 80 年代那個大的思潮裡面﹐它是那個大的思潮在電

影上的實踐。一路過來﹐到《紅高粱》的時候﹐1987 年前後﹐改

革經過很多波折﹐那個時候﹐改革過程中的強者意識﹑英雄意識﹑

精英意識非常強。《紅高粱》中所展現出來的所謂酒神精神﹐跟

整個社會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過頭去看﹐他們的作品﹐無一例外﹐都是從當代文學作品

中改編過來的。這也暗合了這樣一種觀察﹐就是說﹐他們通過文

學的牽引﹐來形成他們的講述﹐這種講述背後﹐是時代潮流。他

 7



們幾位導演所透露出來的獨立思想力﹐獨立判斷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中國突然迎來一個思想多元﹑價

值多元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裡面﹐我覺得﹐他們的創作開始

迷失了。他們找不到一個外在的主流價值來依託﹐因為主流價值

本身被分裂成許多矛盾的﹑悖論的東西。這時候﹐有一個主流價

值出現了﹐就是商業。商業變成英雄。整個社會都在進行經濟運

動﹐經濟生活成了中國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從國家到

個人。經濟的活動一統天下﹐而文化的活動﹑思想的活動完全被

邊緣化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製作商業電影﹐高投入高產出的電影﹐就

變得師出有名。從出發點上它有了很好的藉口﹐這個藉口就是中

國需要建立電影工業﹐它有一個工業的合理性﹐很理直氣壯。 
於是張藝謀﹑張偉平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抵禦好萊塢的英雄。

他們說﹐如果我們不拍電影﹐不拍商業大片﹐好萊塢會長驅直入﹐

中國電影就死掉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蠱惑人心的說法。難道你不

拍電影中國電影就死掉了嗎﹖ 
因為商業上的成功﹐於是他們的功名心也膨脹到了無限大。

可問題在於﹐當他們進行商業操作的時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市

場的成功﹐從一開始他們就跟行政資源完全結合在了一起。如果

沒有行政資源的幫忙﹐我相信﹐他們不可能形成這樣大的壟斷﹐

而使中國銀幕單調到了我覺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還有

八個樣板戲﹐還有一些小文工團的演出﹐而現在一年祇剩下兩三

部大片了。 
這種集中資源﹐集中地獲得利益﹐給中國電影的生態造成了

嚴重破壞﹐大量年輕導演的影片根本無法進入影院。 
 

即使進了影院﹐實際效果也並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統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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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祇有 402 元。 
 

難道這就是事實嗎﹖因為他們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資源﹐然

後回過頭來說﹐哦﹐你看你們賺不了錢。這裡面有很多過往的事

例我們可以去看﹐比如說﹐《英雄》上片的時候﹐有關部門規定﹐

任何一部好萊塢電影都不能在同一檔期上映。這是赤裸裸的行政

權力幫忙。 
 

相當於說﹐院線還是“公家的”﹐行政權力可以直接干預院

線的商業安排﹖ 
 

對﹐他們的利益是一體的嘛﹗所謂利益一體﹐就是導演要實

現他的商業價值﹐製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關部門要

創造票房數字﹐影院要有實惠。所以﹐他們的目標空前一致﹐空

前團結。 
 

你覺得這幾位導演這樣的轉變是必然的嗎﹖ 
 

我覺得有必然性。作為一個導演﹐他們沒有自己的心靈﹐沒

有獨立的自我﹐所以他們在多元時代裡無法表達自我。原來那些

讓我們感到欣喜的電影﹐並不是獨立思考的產物﹐並不能完全表

達這個導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國那時候蓬勃的文化浪

潮﹐依託了當時的哲學思考﹑文學思考和美學思考。 
所以你會發現到《英雄》的時候﹐一個我們欽佩的導演﹐一

旦不依託文學進入商業電影時﹐他身體裡的文化基因就會死灰復

燃。他們感受過權威﹐在影片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權力是有

嚮往的﹐對權力是屈從的。所以你會發現一個拍過《秋菊打官司》

的導演﹐在《英雄》裡會為權力辯護。 
每個人文化基因都難免有缺陷。我想強調的是﹐你應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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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去克服這種缺陷﹐你應該去接受新的文化﹐來克服自己文化上

的局限性。而不應該當批評到來的時候﹐尤其是年輕導演的批評

到來的時候﹐把它看作是“說同行的壞話”。他把正常的探討上

昇到了說我“不地道”﹐這種討論已經完全不對位了﹐所以我不

再回應。 
張偉平給我回應的五點﹐我看完也不想再回應。我把他當做

一個製片人﹐一個電影人﹐但他的回應裡面﹐首先把自己當做一

個富人。他說我有“仇富”心態。那麼當然﹐我這些電影上的問

題﹐就沒有必要跟一個富人分享了。我們可以談談高爾夫﹐談談

品牌﹐我跟他談電影幹嘛呀﹖我對他的回應非常失望。 
 

你有沒有一種尷尬﹐因為你的很多發言﹐是被放在娛樂版上

進行表述和報道的﹖ 
 

所以我今天專門與“冰點”談﹐離開娛樂﹐在另一個平臺用

另一種語調來進行討論。可能受眾面積會縮小﹐但這個討論不在

於有多少人會關注。這個社會有許多既成事實是殘酷的﹐就好像

談到文化價值﹐《黃土地》當時的觀眾有十萬人嗎﹖我懷疑﹐可

能都不到。但它對中國電影﹑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非常大。 
 

《三峽好人》在北大首映時﹐你說過一句﹕“我很好奇﹐我

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這種表

達是你清醒姿態下的一種尷尬呢﹐還是真的困惑﹖ 
 

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沒有《三峽好人》和《滿城盡帶黃金甲》

同時放映﹐沒有這種碰撞﹐我覺得我對這個環境的認識還是不夠

徹底。所謂“黃金”和“好人”﹐我談的不是這兩部電影﹐而是

一個大的文化概念。當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經濟生活時﹐這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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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裡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間﹖經濟生活對文化的侵蝕

究竟到了何種地步﹖關於這一點﹐理性判斷和感性認識是不可能

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結論﹐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確實是通過

這次發行。所以我才會話越說越多﹐越說越激烈。 
 

與《滿城盡帶黃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於你的堅持﹐說服了

製片人。你是不是把這作為檢驗你的理性判斷的一次機會﹖ 
 

我開玩笑說是“行為藝術”。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商業的決

定﹐如果是一個商業決定﹐我們不可能愚蠢到這種程度。比如說

我們換一個檔期﹐很可能《三峽好人》的收益比今天會好。但既

然從一開始大家想做一個文化工作﹐我覺得就應該做到底。我們

想告訴人們﹐這個時代還有人並不惟利是圖﹐並不是完全從經濟

來考慮電影工作的。這樣的發行﹐是這部電影藝術上的一個延續。

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時候﹐作為一個文化的痕跡﹐我們想留

下來。 
 

你怎麼評價這次《三峽好人》的發行﹖ 
 

我覺得很成功﹐達到了我們所有的目的。我們希望提出的觀

點﹐通過發行過程都講出來了﹐不管公眾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

什麼效果。另一方面﹐觀看的人數﹐元旦前我們的票房是 200 多

萬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 2005 年《世界》的 120 萬元。 
 

也就是說﹐《三峽好人》的發行﹐可以不理解為一次經濟行

為﹐而是一次文化行為﹖ 
 

但我也要指出﹐採用這種方法不是常規﹐祇是偶爾為之。正

常的﹑健康的發行﹐還是應該使製作的錢有一個很好的回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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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針對“中國大片”這樣一個怪胎﹐不得不採用這樣一種特

殊的方法來進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擊。抵制還軟了

一點兒。 
 

你把這種行為稱為“殉情”。但如果你沒有海外發行的底氣﹐

能這麼率性地殉情嗎﹖ 
 

我不知道。不能迴避這個東西。如果海外發行不好﹐或者說

還沒有收回成本﹐那麼我也不會這樣做。因為我也不是什麼超人﹐

非要粉身碎骨。 
 

談談《三峽好人》的放映情況吧。 
 

院線放映時﹐他們首先就預設了這部電影沒有觀眾﹐所以在

排片上﹐就會給你一個上午 9 點 30 分﹑下午 1 點這樣的場次﹐來

證明你沒有觀眾﹐然後下片。當然院線的惟利﹐這是不用討論的。

但是這裡面也有一個公共操作層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國﹐更

商業的社會﹐但祇要它接受這部電影﹐承諾上映﹐最起碼會在頭

一個星期給你滿負荷地排片﹐從上午 9 點到晚上 10 點﹐一天五場

或六場﹐在一星期的檢驗過程裡﹐去判斷究竟有沒有觀眾。這是

一個正常的檢驗時間﹐這個風險是你影院應該承擔的風險﹐既然

你接納了這部電影。 
在中國不是這樣。他已經認定你沒有市場﹐然後給你一個更

沒有市場的時間﹐然後馬上告訴你﹐你沒有市場﹐下片。這裡面﹐

商業操作裡的公平性就完全沒有了。從做生意的角度說﹐這也是

非常霸道的方法。 
張藝謀導演曾經很生氣地說﹐“馬有馬道﹐驢有驢道”﹐你

不要和我們這種電影搶院線﹐你應該去建立你的藝術院線。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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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道理﹐因為確實是應該有不同的院線來分流不同的電影。但

是他說得沒有人情﹐中國有嗎﹖我們現在面對的祇有一種院線﹐

這個院線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共資源。在今天中國還需要十年﹑

20 年建立藝術院線的實際情況下﹐你怎麼能讓我們這些電影去等

十年﹑20 年呢﹖也就是說﹐從心理上﹐他們認為這條院線本來就

是他們的﹐我們是無理取鬧。這是多霸道的一種想法﹗ 
 

王朔說﹐不能讓後人看今天的電影就是一幫古人在打架。 
 

他說得很幽默﹐實際上談到一個記憶的問題。電影應該是一

種記憶的方式。處在一個全民娛樂的時代﹐那些花邊消息充斥的

娛樂元素﹐可能是記憶的一部分﹐但它們很多年後不會構成最重

要的記憶。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記憶﹐可能是今天特別受到冷落的

一些藝術作品所承擔的。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幫助﹑鼓勵﹑尊

重這樣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張偉平這樣譏笑這份工作。

他們發的通稿裡面﹐寫著一部收入祇有 20萬元可忽略不計的影片﹐

挑戰一部兩億元票房的影片。這些字裡行間所形成的對藝術價值

的譏笑﹐是這個時代的一種病態。這種影響很可怕。我曾經親耳

聽到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碩士生說“別跟我談藝術”﹐甚至以談藝

術為恥﹐我覺得這很悲哀。現在﹐似乎越這麼說﹐越顯得前衛和

時髦。很不幸﹐這種價值觀正在彌漫。 
 

 
“大片”為自己尋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國獨立

的電影工業﹐這是一個偽命題嗎﹖ 
 

是應該建立﹐這個命題不偽。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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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工作﹐首先應從根兒上來說﹐要建立一個年輕人容易進入到

電影工業裡來的渠道﹐把那些障礙都拆掉。讓電影遠離行政權力﹐

真正變成一種市場的運作﹐不能像現在這樣﹐有關部門自己跳出

來幫助一些大片營銷。 
要建立合理的電影結構。大片再大也無所謂﹐但是你要有足

夠的空間留給中型投資﹑小型投資的電影。合理的應該是金字塔

結構﹐不能中間是懸空的。這樣才能有大量的從業人員在這個工

業裡存活﹐有真正大量的電影工作者來歷練中國電影的製作水

平。你看那幾部大片﹐它們的製作基本上都是在國外完成的﹐什

麼澳洲洗印﹐好萊塢後期製作﹐跟中國電影的基礎工業沒什麼關

係。包括演員的遴選﹐基本上都是港臺韓日的演員﹐加上一兩個

年輕新選出來的。所以他們整天叫嚷著要拯救中國電影﹐實際上

對中國電影工業沒作任何貢獻。唯一有關係的是﹐貨真價實從這

塊土地上拿錢走。 
 

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資﹑大製作的電影嗎﹖ 
 

我一直就不太喜歡這種提法。因為實際上﹐我們不應該為投

資而拍電影。比如我準備在上海拍的一部 1927年革命背景的電影﹐

就肯定是大投資﹐因為需要錢去完成這個製作。但不能說﹐哎呀﹐

我要拍個大投資的﹐可拍什麼無關緊要。這不就反過來了嗎﹖我

覺得大投資不應該是個話題﹐關鍵是看你想拍什麼。它不能變成

一種類型﹐好像有一類電影﹐叫做大投資﹐這就本末倒置了。 
 

目前中國的電影氛圍裡﹐你認為還有哪些東西是需要糾正

的﹖ 
 

我覺得需要談到電影分級制度。《滿城盡帶黃金甲》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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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劃為青少年不宜觀看的影片﹐為什麼跑到我們這兒就可以甚

至是鼓勵青少年去看呢﹖問題就在於﹐一個規定﹐它總是因人而

異的。 
 

作為導演﹐你用電影來描述﹑記錄﹑思考和表達這個時代。

你怎麼看待這個時代﹖ 
 

我覺得有些地方出了些問題。比如說﹐青年文化的淪喪﹐反

叛文化的淪喪﹐完全被商業的價值觀所擊潰。青年文化本該是包

含了反叛意識的﹐對既成事實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

如 20 世紀 80 年代末的搖滾樂﹑詩歌﹐我覺得當時年輕人對這些

東西有一種天然的嚮往和認同。這種認同給這個社會的進步帶來

很多機遇。那是一個活潑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輕人基本上祇認同

於商業文化﹐這個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國的商業文化﹐不僅包括

大片﹐它實際上形成了對一代年輕人的影響和改造。說得嚴重一

點兒﹐像細菌一樣。 
今天中國人的生活的確處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可以實現物

質的成功﹐這個開放了很多。在這個過程中﹐物質的獲得變成每

個人生活裡唯一的價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資源﹐迅速地獲得財富

的話﹐有可能將來連醫療﹑養老都保證不了。所以整個社會全撲

過去了。 
 

你認為有沒有可能不經過這樣一個階段﹖ 
 

有可能的。那就是我們要在經濟生活裡面注入更多的人文關

懷。今天的社會風氣鼓勵的是赤裸裸的掠奪﹐所以你才會看到電

影這種掠奪﹐比任何行業更赤裸裸。我覺得做房地產的人﹐都沒

有誰敢站出來﹐說我投了多少錢﹐我要盈利多少錢。盈利本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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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說還是隱藏著的﹑不願意透露的商業秘密。沒有一個行業

像電影這樣﹐把我要賺多少錢告訴你﹐從而變成賺錢的一種手段﹐

並最終被塑造成一個商業英雄﹐獲得人們的垂青。 
 

很奇怪﹐這種模式活生生就在我們眼前﹐並且不斷被複製﹐

不斷獲得成功。 
 

所以回到最近發生的事情。整個這個討論的過程﹐並不祇是

針對“黃金甲”和“三峽好人”﹐也不僅僅針對中國電影﹐而是

針對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國人的經濟生活﹐甚至中國人的政治

生活。所以它是一個不得不談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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