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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电影迷，你
一般都在哪里观赏好莱坞
电影？如今，中国的电影
迷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好莱
坞电影观赏地。

腾讯公司 !" 日在京
宣布，与华纳兄弟、环
球、米拉麦克斯、狮门等
好莱坞知名电影公司达成
合作协议，开创新的网络
视频业务———“好莱坞
#$%”，中国网友将有机
会在此平台上以付费点播
（&#'(） 的形式观看到
最新的精选好莱坞影片。
部分电影的发布时间与美
国影院上线时间仅隔 )

周。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

种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数
字内容发行市场的改革。
而对于影迷而言，以较低
成本和较短时间差与好莱
坞电影“亲密接触”，是
一种“颇有诱惑力”的选
择。

腾讯视频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用户在“好莱坞
影院”观看电影时有两种
付费选择：一种是支付 )"

元人民币的固定月费成为
“好莱坞 #$%”，可重复观
看频道内的上百部电影；
一种是可每次支付 *元观
赏一部最新电影，这些最
新电影在腾讯视频上的发
布时间与美国影院上线时
间仅隔 )周，如《逃离德黑
兰》、《铁拳》等最新上映的
美国大片均以此为合法的
首发网络平台。

据介绍，目前“好莱
坞影院”已有近 )" 个种
类、+"" 多部优质好莱坞
电影，并以每周 *,!" 部
的速度不断增加，在品质
上，这些影片不仅有高达
!"-". 高清画质，还有配

有中文字幕或配音、不含广告，影迷还可以通过桌面电
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终端观看。

当下，视频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春秋五
霸”之一的腾讯对此举也寄于厚望。腾讯在线视频部总
经理刘春宁表示，“这种用户体验更好、速度更快的影
片发行模式，对中国乃至全球来说都是一项新的尝试。”

而对于众多电影爱好者和行业整体而言，这一举措
有着正向意义。对中国电影业多有观察的编剧常青田
说：“按照加入世贸的相关规定，我国目前一年的包括
好莱坞电影在内的进口影片约有 /"多部，有相当数量
的影片不能通过正规的方式进来，为盗版滋生了土壤。”
常青田分析并表示，此举有助于电影爱好者通过正规渠
道获得更为丰富的片源，也有助于提高大家版权意识，
当然，对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而言，也是提供了一个更
快到达中国大市场的渠道。

事实上，好莱坞的电影商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中国市场的迅速增长使得这一合作显得更为及时。”环
球影业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运营官瑞克·芬克尔斯坦直
言，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合作”。
“这项合作协议意味着狮门在进入快速增长的中国

市场方面迈出了颇具深远意义的重要一步。”狮门全球
电视与数字分销部总裁吉姆·帕克如是表示。
“在一个极具挑战的家庭娱乐产业市场中开展这项

业务是一个创举。”华纳兄弟家庭娱乐集团总裁凯文·特
苏哈拉用“一段非常棒的经历”来形容此次合作，他同
时也表示，“我们期待继续与腾讯深化合作，进一步扩
大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影片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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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个只有“铛铛铛”敲钟声的微

博火了，粉丝一夜暴涨至 )"万。引得姚晨、

蔡康永、李小萌等一众名人纷纷转发、评

论。发布这样的信息，有劲吗？关注这样的

信息，有劲吗？有空还不如多看看书。

新媒体的飞速崛起，就像这个微博一

样，每天都在给传统媒体敲着丧钟。其

快，!" 年走过后者百年历程。其强，已

经逼迫后者退避三舍，割地让位。

传统媒体跟人一样，生而奔死。当

年，电视出现，广播业界悲鸣一片。可当

事人预料不到，今天广播居然还能大行于

世，活得很好。广播会死，但不是今天。

它找到了新的读者群，更新了盈利模式，

改变了内容供给，咸鱼翻身了。

再举一个例子，公共洗手间里一般都

有烘干机和擦手纸。按理说，烘干机更环

保，用纸会造成浪费。可如果有擦手纸，

很少有人用烘干机。为什么？因为用纸擦

更快，虽然比烘干只快几秒钟，可就这几

秒钟为擦手纸赢得了生存空间。所以，只

要传统媒体还有一丝价值，就不会被轻易

抛开，何况，现在它的价值还不小呢。

首先，新媒体似乎降低了新闻业的从

业门槛，可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从

哲学上讲是泛神论。人人都有，就是人人

都没有。虽然新媒体宣称报道者永远在现

场，可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在现场看

到的只是表面。

美军特种部队突袭本·拉登，被人用新

媒体直播，论者惊呼：传统媒体完蛋了！可

要知道，如果不是传统媒体确认，谁知道那

家伙拍到的是什么？真人 0&吗？如果不是

传统媒体解读，人们只能获得震惊、诧异、

错愕这样初级的感性认识，而不会得到深

刻、丰富、确凿的理性认识。

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就是拥有一大

批有较高学习能力、分析能力、知识水平

的从业人员，占据了人才重镇。虽然这些

宝贵的人力资本将来很可能会发生一种向

新媒体流动或者原地转身的趋势，但在一

系列配套机制完成前，人才转移还只能是

沙盘推演。

其次，新媒体让信息源更多了，但鱼

目混珠、泥沙俱下，对人们对信息的鉴别

力、把握力、掌控力的要求更高了。以评

论为例，深度解读需要很快吗？如果一出

个什么新事儿，还没搞清状况就毛毛躁躁

进行解读、评论，不是成熟慎重的做法，

容易露怯。

有人说，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

体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事实上，新媒体

现在最需要得到传统媒体的支持，将来出

了问题也会需要传统媒体拯救。因为目前

新媒体有三大死穴：让人不专注、不深

度、不负责。

首先说不专注，新媒体的海量信息让

人容易迷失。上网本来打算干这事，却会

不经意间去干别的，距离初始目标越来越

远，就跟女人逛街一样。

这是个大数据的年代，同时也是个信

息缺乏的年代。信息越多，其实也就越缺乏

信息。因为海量的信息，如果不加甄别，就

等于没用。人们很多时候的网上冲浪，不过

是等待戈多，跟闲汉晒墙根没什么区别。

第二，不深度。信息爆炸，信息总量

越多，有效信息越少。网上一个帖子，稍

微一长，往往会出现下面的评论：“文太

长，没看完”，或者“文太长，竟然看完

了”。一件事儿、一种观点总希望能在不

拖动鼠标的情况下就明了，这对提供者来

说要求太高了。现在很少有人能有老子的

水平，一句能顶一万句。新媒体如果没有

传统媒体提供的深度作支撑，那只能算个

开路先锋，当不了中军主将。

第三，不负责。新媒体让人失去了担当

和责任，最终导致不高尚。一说实行网络实

名制，很多人反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匿名

发帖可以不用负责。微博有不少实名，可上

面不负责的言论还少吗？私奔这样话题都

能出现，大众心理底线被迅猛拉低。

这三大死穴，造成一种结果：让人不

进步。新媒体一天没有把死穴修炼掉，那

传统媒体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反思新媒体三大弱点
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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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一代宗师》，冲着王家卫的招牌。
我不是影评者。我是观影默想人生者。电影自有逻辑，

可我惯于把电影的整体逻辑放在一边，只撷取其中的一粒
明珠，作为叩击现实逻辑或者形而上逻辑的飞蝗石，投石问
路。电影好坏且搁置，它里面有一个镜头，有一段对话，可以
做人世间的拐杖，我取这拐杖，以走我的路。

王家卫的电影，最宜这样的操作。

一

片中有断。

“功夫就两个字，一横一竖，赢的站着，输的躺下。”

这里头有南泉禅师的戒刀之光。禅宗有一则著名公案，
曰“南泉杀猫”。南泉禅师治寺，寺中有一猫，东院西院僧众
皆主张猫的所有权。讼不能止，诉诸禅师。禅师取戒刀来，
一刀毙命，争执遂止。

有论者赞之曰：当机立断。
人生的每个选择当口，都可以称之为“机”。武者过招，

因其过程的激烈和后果的明显，足以做一切“当机”的象征。
当机，难在断。断得对，站着；断得错，看错了来拳之势，躺
下。可又不由你不断，时势逼人。
“老猿挂印，其难在回头。”

“师傅，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招式用老，便无法回头。可如不进招，输得更快。进而得
手便罢，如不能得，那就要在用老的基础上，接着走下去，挺
住一口气，迎接命运的审判，或者，开出新运，亦未可知。

片中，叶问踏出离家一步，断了此机，“从此只有眼前
路，没有身后身”，踏雪寻梅未果，宫二小姐无缘。然而，咏
春拳却得此机，渡港大兴。恰如达摩尊者，一苇西来，大青
山下，又增几多繁华。

从此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好得不得了的话。
时势犹如大网，众生皆在限中。而人之所以有别，在人

不是完全被时势左右的木牛流马。顺势推可助其兴，逆势搏
可激其浪，夺命改势，亦非不能。有人，就有灯。

二

片中有情。

叶问和宫二，一次过招，一次口鼻交错，情愫暗生。
这合理。
情感小抉择，要依靠理性；大抉择，须理性与直觉并重。

理性是意识领域的能力，直觉是潜意识海洋的巨浪。潜意识
比意识更懂情。

须珍重这样的口鼻交错。因为它太稀罕，可遇而不可
求；又因奇遇而瑰丽空灵。如果错过，必为人生之大憾，而
非“大成若缺”之小缺。

然而，时势未必容它。间关万里，战云密锁，家仇缠身。
但是，做过一件大衣，和没做过，是不一样的。他该做。

把扣子还回来，跟不还回来，也是不一样的，她不该还。
人之遇缘，须如风中燃烛，必须尽心呵护，使光长大。这

不离欲望之火，却是生命之光。没有光照的生命，必大失神
采，黯然如泥。

逢着叶底藏花一度，不可仅于梦里踏雪，必须在现实
中，凌寒傲雪，槛外寻梅。“我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遇到你，心
里有过你，但现在不行了。”不，没有最好时光，还有次优时
光，只要开始，时时都是好时光。

六十四手，应该传。抱着睡，人比烟枪温暖。
寻常一般窗前月，因有梅花便不同。寻梅事，亦大矣。

三

片中有境。

“功夫的三层境界，一是见我，二是见天地，三是见众

生。”似禅宗话头，看不分明。
说说自己的妄解吧：
见我，是为自我主体地位的确立。人不是客体。人不是

既定规则的奴隶，人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认识力，人
是天地的立法者。若无这个建立，后面的敬畏便是奴隶式的
敬畏，不足道。而这个主体地位，树立亦不易。几载寒暑，才
能使自由意志淬炼出剑芒来？

莫道立我易，君不见：王家卫还是王家卫，张艺谋已经
不是张艺谋了。

见天地，可分主客二元而论。
客观天地，是以我之色彩，在客观世界中攻坚克难，打

出一方天地来。如宫二小姐终报父仇，如一线天破门而出，
如咏春拳生根开花。何以见功？燕然勒石。

主观天地，是在解决现实困难中，磨砺出如虹心性，以
此心性为基，于灵台处开天地。有时空观、生命观、功夫观、
情感观，观观成体系，赋予你的功夫行为以正义，也给你以
休憩。

善修心者，此天地广阔直至无穷大，遍虚空诸法界，一
心容之。至大境界，是诸障非障，再无心锁。

见众生。则像那招“老猿挂印”，奥妙在于回头。立志行
我，艰苦前行，开出天地，此时，此身虽在众生中，却已有别
于芸芸，此时又当如何进阶？

展现你能看到的宏大世界，给弱小如烛者看，这是可以
的，但发心不可是夺人心志。看得他生欢喜，可下解说；若不
能，不可强。“立我”在前，各人须定义各人天地，偷人天、换
人日，不可。只可以熏陶、展现，以来同志。须文火慢炖，心怀
广大，且能冰炭兼容，使正反命题融为合命题，大矣哉。

要爱，要慈悲。

! 观影

人比烟枪温暖
———电影《一代宗师》拾零

李智勇

电影《一代宗师》上映首周吸金

!"#亿元，业界和坊间争议不断，出

现了两极化口碑，喜欢的极喜欢，将

之封为王家卫的另一部经典；不喜欢

的则表示故事支离破碎，看不明白，

不乏言辞极端者狠批其“巨烂”、

“垃圾片”。抛开电影好坏不谈，王家

卫的电影或许更适合这么看———

重置，是一部现代舞，桑吉加继《无以名状》和《前定的
暗色》之后为雷动天下做的第三部舞。

关于创意的来源，像许多艺术者一样，偶然的触动，一
次电脑的死机，只因为在故障处置的选项里，看到了“重
置”这两个字。

在今天人们习惯的虚拟空间里，重置意味着推倒过去
的程序和经历，并重新建立一个出发点，以面对种种曾经
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在虚拟的世界里，推倒过去修建
将来，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但在现实生活里，随着空间
和时间是人类感情的累积和堆砌，当时空颠倒之后，是否
所有被推倒的都可以重来？被打破的都可以还原？

桑吉加想讨论这个问题。
大的光电屏幕，滑动的摄像机，这些也构成了演出的

一部分。
一切都是现场出来的！
这次参加表演的大部分是新人，以前跟桑吉加并没有

合作过。在排舞之前，桑吉加让他们做了不少有意思的功
课，为的是发现每个学生的特质。

给出 /"" 个字，让每个人组出 !" 个词，再选出一个
各自觉得最重要的词作为主题，选出 *个，跟前面的 !"

个词组成一个故事。
看看学生感知和讲故事的能力怎样，这样会了解学

生有怎样的特质，适合怎样的位置。这是桑吉加跟舞者沟
通的方式。

有光彩的舞者，桑吉加希望每个舞者身上透射出自己
的光彩。

排练最早采用工作坊的模式，就是设计几个动作，舞
者模仿，主要是看舞者的跳动、肌肉、身体，之后便是让舞
者自己设计动作。
“我喜欢惊奇！”桑吉加说是一直在“嗅”一种感觉，比

如就是中午吃完饭时那个晃的状态，“我排练的时候任何
声音都可以出。”把细胞的语言激发出来，这是桑吉加想要
的。

音乐并不是之前的选取，而是现场的创作，这次的作曲
仍是李劲松，他跟桑吉加之前有过合作，在圈子里以实验音
乐著称，音乐风格多样化，糅合了工业噪音、实验电子、当代

新古典和拼贴等多种手法。
排练的时候，李劲松也坐在看台上，每一个动作出来，

他就写一段，然后看二者的感觉是否搭界，所以一次次地
磨，在最初创作的时候，桑吉加跟李劲松也只是说，找些你
喜欢的素材出来。

有时，舞者的爆炸力差不多了，就可以收了，有时，舞
者的感觉出来了，再给 !* 秒，这台舞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配乐也是跟着编舞这
么一同做出来的。

那些舞台上的道
具，那些影像，分割、重
置的空间，在声光的交
错中，让不同的人去体
会重置是个怎样的过
程。

重置，思考生命的可否重复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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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人直通河北春晚
河北电视台大型春节特别活动“炫动中国风”通过

历时 /个月的紧锣密鼓的线下征集活动后，终于进入 1

场民间艺术特别 %2赛。本次赛事由李彬、方琼、程成
担纲主持，潘长江、杨议、于文华、韩兆四位大腕评审
专家坐镇，!"!位大众评委现场打分，各路高手角逐直
通河北春晚的“诺亚方舟船票”。“炫动中国风”1 期
%2赛属于河北春晚组合拳中的第二次出击———民间艺
人绝活展示 %2 热身赛，将于 ! 月 !3 日开始每周六周
日晚 )!4)"河北卫视播出。 （文 纳）

视频网站与电视台合作延伸
视频网站与电视台的联动合作正从内容推广向上游

的内容制作延伸。! 月 !+ 日，爱奇艺与东方卫视在京
达成合作意向，并举办《顶级厨师》之顶级美食三部曲
启动仪式，双方将通过这个国内首档美食才艺秀节目，
将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联动推向全新层面。

据介绍，除了《顶级厨师》第二季的版权合作外，
双方还将推出 《顶级厨师》 网络版———“顶级美食三部
曲”，包括《美食料理》、《城市榜单》 和《大师课堂》
三档节目。 （潘笑天）

! 拾遗

电影《逃离德黑兰》

电影《泰迪熊》

《重置》舞台照 郭翘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