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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对赌骑虎难下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喜剧片 《手

机 2》至今无上映消息。 2018年冯小

刚没有一部新片亮相， 他创立的浙

江东阳美拉与华谊兄弟签订的对赌

协议，年度任务恐怕也很难完成。

所谓对赌协议， 是收购方或投

资方与出让方在达成并购或融资协

议时，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

一种约定。 通俗地理解，就是投资方

出钱收购或者投资明星的公司，明

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为公司赚取足

够的利润，如果没能完成任务，可能

需要返还相应的投资金额或现金补

贴，甚至可能被稀释股权。

2015年 9月， 冯小刚创立浙江

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华谊兄弟之

后以 10.5 亿元获得该公司 70%股

权，而当时东阳美拉披露的资产总额

仅为 1.36万元，负债总额为 1.91万

元。华谊兄弟为何如此高溢价收购东

阳美拉，就是因为和冯小刚签订了一

个长达五年的对赌协议：2016 年至

2020年， 东阳美拉承诺每年税后净

利润不低于 1 亿元， 且每年增长

15%，若无法完成目标，冯小刚将以

现金补足差额。

2016 年《我不是潘金莲》票房

4.8 亿元，2017 年 《芳华》14.2 亿

元，即便单看票房收入，这两年冯小

刚完成对赌协议应该都没问题。

2018 年冯小刚上映作品为零，

根据华谊兄弟 2018 年的半年财报，

东阳美拉的净利润仅为 5139.15 万

元，未完成应有业绩的一半。

明星参与业绩对赌， 除了冯小

刚之外，冯绍峰、吴奇隆、刘诗诗、杨

幂、顾长卫、高希希等人都已做了尝

试。 对赌协议对明星和投资方而言，

是一桩各取所需的买卖。

恒业影业总裁陈辉分析， 对赌协

议一般多发生在上市公司与明星投资

的工作室或公司之间。 对于上市公司

来说，有垄断资源、捆绑明星的需求；

而对于明星， 对赌协议则让他们能在

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前几年受到资本

狂热的影响，对赌协议比较多。 ”

有人认为， 签了对赌协议的明

星很可能会被资本绑架，因为业绩压

力，不得不疯狂接下各种影视作品、

综艺和代言， 作品质量难免飘忽不

定，甚至拍出烂片烂剧。

导演高希希就曾无奈地表示，他

因为对赌协议只能向资本低头， 只想

着如何才能拍出高票房，让资方挣钱。

张国立也曾感慨自己因为跟华

谊签了对赌协议后，“变得不从容”

“拍戏不像以前那样等一个我喜欢

的剧本和角色” 。

制片人瞿晓认为， 这也跟国内

影视行业本身就缺乏优质的头部作

品有关。 “好内容其实真没那么多，

每年值得一看的头部国产片可能也

就 20 部，一个明星能参与一部就已

经是撞大运了。 ”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影视行业

并不适合对赌。“因为它不像那些比

较有规律有系统的行业，投入产出比

相对固定。 影视行业的每个环节都

和人相关，而人是最不确定的因素，

这也导致了这一行业相对不太可控，

因此不适合风险高的对赌。 ”他认为

对赌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影视行

业更适合扎扎实实， 闷头做作品。

“而且一旦对赌失败，上市公司极有

可能出现股票下跌，损失的还是广大

散户。 ” 据《北京日报》

美国时间 1月 5日，奥斯卡前哨奖项之一，

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公布了获奖名单，宋丹

丹继女、中国导演赵婷执导的《骑士》获得最

佳影片，她还获得了最佳导演第二名。

而在之前，《骑士》 已经获得过哥谭独立

电影奖最佳影片，入选了《视与听》杂志 2018

年二十佳和 BBC十佳影片，获得第 70届戛纳电

影节“导演双周” 艺术电影奖、平遥国际电影

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奖等奖项。

漫威已经宣布将由赵婷执导新系列电影《永恒

族》， 她也成为漫威电影历史上首个有色人种

女性导演。

骑士的“困境”

《骑士》的成功让更多人发现并惊诧于赵

婷的才华。 一个中国女性用 8万美元成本在美

国拍了一个美国故事，还能够获得美国主流影

坛的认可，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一次。

《骑士》聚焦美国西部的印第安族群，它

讲述了一个年轻牛仔的故事。

提到美国西部牛仔，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

出这样的形象：宽檐的牛仔帽、牛仔裤和皮衣、

柯尔特左轮手枪、 带有刺马钉的高筒皮靴，当

然最重要的，还要有一匹骏马。

就像战士的手中要有枪，渔夫出海需要有

船只，一个牛仔也必须有一匹马，马是牛仔的

魂。 你能想象，一个牛仔失去他的马匹，甚至是

不再骑马吗？

这正是《骑士》的切入点。 布雷迪是南达

科他州颇有名气的牛仔，曾在竞技场上有过多

次精彩的表现，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但

在一次表演中，他跌落马背，脑部遭到重创。

虽然对牛仔来说，“骑马与痛苦相伴” ，受

伤是家常便饭， 休息一段时间便重回马场，但

脑部受伤给布雷迪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他的手

会不时痉挛，并伴随剧烈的呕吐，有时还会晕

倒。 医生要求他不得再骑马，否则情况会更加

严重。

于布雷迪而言， 马背上承载的不仅是生

计，更是他的全部热爱和梦想，以及牛仔的自

我身份认同。 篝火唱歌时，他跟几个朋友心有

戚戚地表示，要做一辈子牛仔。 布雷迪不想放

弃，他对所有人说，他只是在恢复阶段，还要回

去。 他先是去当驯马师，结果痉挛愈发严重，医

生下了最后通牒。 布雷迪仍不甘心，他又去给

人当马术教练。 训练是在一个手动摇晃的木马

背上摆姿势学动作， 布雷迪只能在上面过过

瘾，他的悲愤和不甘都写在脸上。

没有什么比不能骑马驰骋和竞技更让他

痛苦失落的了。 电影中多次出现一个叫莱恩的

残障人士，他曾是年轻气盛的天才骑士，是布雷

迪最好的兄弟和最崇拜的偶像， 而今他却成了

一名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的残障人士。 布雷迪

常去探望莱恩，不厌其烦地帮莱恩做康复训练，

想帮他重新回到马背上———即便这是一件不可

能实现的事。布雷迪为朋友痛心，他也惧怕这样

的下场，可如果不能骑马，骑士的意义在哪？

拓宽西部电影风格

如果《骑士》是这个走向，那它符合的是以

往西部电影对牛仔精神的刻画， 注定失败了的

英雄为梦想和尊严而战，彰显一种无所畏惧、向

死而生的个人英雄主义。 无论是 1903年的《火

车大劫案》、1939年约翰·福特的《关山飞渡》、

1948 年霍华德·霍克斯的《红河》，还是近些年

来以西部电影闻名的科恩兄弟 （《大地惊雷》

《老无所依》），他们镜头下的牛仔多是这种形

象。

但在赵婷的《骑士》里，布雷迪最后放弃了

在马背上死去，他当了“逃兵” ，选择回到父亲

和妹妹身边。

这不见得是懦弱，相反它需要更多勇气。赴

死并不容易，但为心爱的人、为梦想活着显得更

加艰难。 赵婷如此自陈这样处理的原因：“我是

完全把他们还原成最普通的人来表现， 而不是

那种纸壳式的人物，所以他们在银幕上可以哭，

可以笑。 作为男人，他们也有软弱的时候。 我想

把更真实和贴近人性的东西完整地呈现给大

家。 ”

在无意间， 赵婷完成了美国牛仔精神以及

美式英雄主义粉碎式的解构，或者更确切地说，

她丰富了西部电影的主题和风格， 丰富了牛仔

的银幕形象。 据《新京报》

《四个春天》的原始素材多达 200 多个

小时， 剪辑成公映版本 105 分钟， 工程量浩

大。能从如此庞大的素材中梳理出有效信息，

并且变成叙事节奏较为紧凑的影片， 实在不

容易。 《四个春天》也不是什么深刻、宏大的

故事， 只是导演陆庆屹拍的自己父母在四个

春天的故事。

从影像内容来考量，《四个春天》关乎的

是导演的个体经验和记忆，以他的视角，看待

整个家庭二十来年的变迁， 尤其是影片中所

拍摄的四个春天。在这当中，发生了极多的变

故，但是并没有过分着墨。例如姐姐庆伟何时

开始生病，生的什么病，葬礼上为什么只有儿

子出现，没有她的丈夫。

相比这些家庭情节剧式的故事性部分，

《四个春天》 更核心的内容是老两口的日常

生活。 他们懂得很多技能，吹拉弹唱、制作草

药、熏制腊味，连剪辑视频都没问题，好像没

有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一样。 夫妻俩的关系

也非常和睦， 我想这是很多观众会羡慕的部

分。 在 90 后一代人，尤其到 00 后这一代，父

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上一辈那般稳固， 尤其

是 70 后、80 后的婚姻关系， 乃至 90 后的婚

姻关系，都充满了变数。

“家”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概念，到底有没

有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 在《四个春天》里，

哥哥头发已经开始白了， 妈妈每次送他离家

的时候，都嘱咐了“婚姻大事要抓紧” ，但到

电影结束，哥哥似乎依然没有成家。婚姻已经

不是当代中国人的必需品了，没有婚姻，更无

从谈及家庭， 这是一种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自

主选择， 但并不代表对传统的家庭观念就可

以彻底否定。

《四个春天》中的陆家其实是一个理念

很传统的家庭，故事主要聚焦在春天，也就是

因为春节大家都要回到家过年。 片中最常见

的情节，也是老两口准备食物，以及一家人吃

饭。 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 ，对于一个

中国家庭来说，在逢年过节时团聚吃饭，也是

极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农历新年。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则是像导演这

样纯粹的家庭个体记忆、个体经验，有没有上

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我相信情感的共通是

人类社会的一种基础编码，《四个春天》虽然

只是聚焦一个平凡的家庭， 但是其中透露出

的情感信息，是可以打动大众的，并从中得到

些许关于爱的领悟。更何况，在同一文化背景

下的家庭，总有泛文化层面的类似部分，在这

些部分中也能得到感同身受的体验。

就笔者个人而言，片中姐姐的早逝，恰如

我的大伯早逝， 对我的爷爷奶奶造成的心灵

冲击，与陆家父母类似。 另外，陆母曾说不能

比陆父先走，不然他一个人不懂得照顾自己，

我的奶奶也说过一样的话。

常常有人用一副对联形容中国的年轻导

演，尤其是文艺片导演拍的电影，叫“穷山恶

水长镜头，妓女小偷黑社会” ，意思就是拍摄

空间都是穷乡僻壤， 拍摄手法都是长镜头玩

技巧，拍摄的内容都是小镇边缘人物。从毕赣

导演的《路边野餐》开始，这个局面有所改

变，他也有长镜头，也有黑社会，也有穷山恶

水，但是这个故事在偏远的地域空间中，呈现

出一种超脱同类的诗意。说句大白话，他也是

拍的穷人的故事，但拍出来不显得穷和苦。

《四个春天》在这个基础上，又推进了一

步，它不似《路边野餐》那种涣散的浪漫，因为

纪录片体裁， 加上拍摄对象是自己的父母，现

实主义根基更为坚实，并且还有些许诗意现实

主义的余味。 在日常普通的生活中，挖掘出了

审美意义价值。 生老病死、四季轮回是自然规

律，也是每个人一生必修的课题。 人生不止短

短四个春天，但掐指一算，春天只有越来越少，

时间永远在倒数中。

当年简·方达提出要拍老年人题材电影

《金色池塘》， 和她关系不太好的父亲亨利·

方达，在片中真实出演她的父亲，两人剧中关

系也并不太好。 没人要投拍一个老年人为主

的电影，但拍完后，这部电影成为当时北美票

房前十。 有人特意感谢简·方达，这部电影让

她和隔阂多年的父亲关系缓和了。简·方达在

暮年回忆起这部电影时，仍然眼泛泪光，因为

电影完成后，她也终于和自己的父亲和解。

《四个春天》就具有《金色池塘》式的疗

愈功能，倒不是说看完这部电影，立马改头换

面做个孝子贤孙。而是希望个中的情感，能够

化解一点现实中的冷漠，已经足够了。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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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资讯

《四个春天》化解冷漠

中国女导演美国获奖

《四个春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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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导《骑士》获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