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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喜劇電影
《撥浪鼓咚咚響》全國首映

為千萬的小人物代言
日前，公路喜劇電影《撥浪鼓

咚咚響》在北京舉行全國首映禮。

影片由編劇蘆葦監制，青年導演白

誌強執導，講述貨車司機茍仁和留

守兒童毛豆“不是冤家不聚頭”，

踏上為毛豆尋父之旅，並漸漸情同

父子的故事。這對“半路父子，在

尋人途中上演了一幕幕或幽默、或

苦澀、或溫情感人的公路輕喜劇。

電影將於2月25日全國上映。

《撥浪鼓咚咚響》的導演白誌強

，制片人田佼平，片中茍仁的扮演者

惠王軍，毛豆的扮演者白澤澤等主創

出席映後。影片采用“全素人”演員

陣容，片中留守兒童毛豆的扮演者白

澤澤是從當地村裏“海選”出的男

孩，貨車司機茍仁的扮演者惠王軍

則是一名出租車司機。

出席首映禮的電影人、媒體人

則從專業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觀影感

受。《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2》編

劇楊治學表示自己很喜歡這部電影

，“（這是）很優秀的現實主義電

影。劇作、影像、表演方面都能看

出創作者的成熟和誠懇，最大的優

點是現實細節極其到位而且沒有刻

意去放大消費苦難，以喜寫悲，讓

人觀感頗佳。”“伊姐看電影”的

主理人稱贊了影片的喜劇元素，

“中間幾場戲節奏控制得很好，喜

劇效果很自然，全廳觀眾都哄堂大

笑。”

編劇、影評人史航分析了片中的

生活化細節，並表示“這個片子的好

處是有‘黏度’，讓我不知不覺地就

‘飄’到妳們那邊去了。”他呼籲

觀眾要為《撥浪鼓》多多發聲，

“看到這部電影的人要盡量多說話

，平時妳喜歡一個片子跟 3 個人說

（推薦），但這樣的電影，妳可能跟

30個人才有1個人來看，妳就得跟15

個人說。希望這部電影走得更遠。”

《撥浪鼓咚咚響》是白誌強導

演的首部劇情長片，在此之前他一

直從事紀錄片創作，這也使影片富

有獨特的紀實氣質，白誌強稱之為

“要命的真實”。紀錄片也是白導

與影片監制蘆葦相識的契機。“在

電影制作、學習上，蘆葦老師是我

的師父。”白導稱，蘆葦老師主要

給他在劇本、臺詞上提供修改建議

，劇本第三搞剛成型時，蘆葦老師

的回復“人物有根據、紮根生活，

大有可做”讓他有了底。憑借“要

命的真實”、對社會議題的探討及

人文關懷，《撥浪鼓》曾提名上海

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影片獎

，也曾在FIRST青年電影展、北京國

際電影節、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等

節展亮相，並被評為第6屆迷影精神

賞“華語新電影十佳”。

對於“這是如今難得一見的聚焦

小人物的電影”的說法，白誌強導演

表示，“有人說我總喜歡拍一些邊緣

人物，其實我認為14億人可能更接近

他們，但他們在大銀幕上好像得不到

太多的展現。既然我擁有了電影這樣

一個媒介，這個‘說話的機器’，

我就應該替他們代言，講他們的故

事。這些小人物構成了這個世界的

大多數，我們是‘主旋律’。”

電影放映結束後，首映禮現場

還播放了影片5分鐘的幕後紀錄短片

，短片呈現了青年導演拍攝過程中

的種種不易，以及全體主創為創作

不計投入的理想主義色彩。對此，

制片人田佼平“澄清”道，“雖然

拍攝時遇到了很多困難，也確實沒

有錢，但我們都特別快樂。”他同

時分享了拍攝放煙花重頭戲時“蹭

隔壁村子過年的煙花”的片場趣事

。白誌強導演也強調，“我們不用

賣慘，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對

自我表達的堅持。”他再次呼籲大

家關註和關愛留守兒童及打工族們

，“這個世界多一分愛，就會少一

分恨。讓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

好。”

《開工了！新生活》首播，歌頌型脫口秀

讓李誕團隊開始不好笑
全新的脫口秀綜藝節目

《開工了！新生活》在愛奇藝

首期上線。在這檔綜藝節目當

中，李誕帶領幾位脫口秀藝人

，圍繞開工了和新生活等話題

，展開脫口秀內容。基於首期

來看，這檔綜藝節目的笑點數

量和質量都相對一般。甚至於

可以說，《開工了！新生活》

並不好笑，十分尷尬。

這也是喜劇藝術形式從諷

刺走向歌頌之後的必然結果。

李誕的脫口秀團隊正在經歷的

不好笑，也是相聲和小品們都

已經經歷過的。早前，相聲和

小品也是以諷刺居多，非常好

笑。但是，隨著晚會內容的廣

泛興起，相聲和小品要成為晚

會當中的主角，只有諷刺，就

顯然不適合舞臺了。所以，大

量的相聲和小品開始走歌頌路

線，贊美新生活，雖然實心誠

意，但確實不好笑了。

反觀李誕團隊的脫口秀內

容，也是經歷了從諷刺到歌詠

的階段。這個團隊最早的《吐

槽大會》，便是采用的較為典

型的諷刺手法。當然，李誕團

隊比較聰明，只諷刺娛樂圈和

娛樂圈名流們值得諷刺的內容

，而對娛樂圈之外的事情，盡

量不張嘴。因此，《吐槽大會

》一度成為觀眾們追捧的內容

。大家覺得李誕團隊的脫口秀

好笑，實在是因為，站在諷刺

點上，想不好笑都難。

但是，隨著脫口秀市場的

逐漸商業化，尤其是上星播出

化、晚會形式化，他們也不得

不進入到一種歌頌的狀態當中

。這是上星化、晚會化的必然

。因為歌頌型的內容，確實更

適合在這些公開的場合當中傳

播，並且自動攜帶上正向的價

值傳播功能。而李誕的脫口秀

團隊要盈利，就必須走這種晚

會和堂會模式。

簡而言之，一個脫口秀演

員去參加婚禮堂會，他總不能

在堂會上諷刺婚姻、諷刺愛情

吧，他只能歌詠婚姻和愛情的

美好，歌詠夫妻之間的新生活

，歌詠嶽父和丈母娘啊。所以

，只要語言喜劇想要盈利，想

要獲得更多的經濟回報，就必

然要走入到歌頌型的殿堂當中

來。李誕團隊的脫口秀演員們

，即便去參加結婚堂會，都不

得不如此。

其實，這些年來，相聲啊

，小品啊等等，都是在堂會模

式之下，讓演員們賺到錢了，

同時，也讓演員們和他們的作

品都不好笑了。反觀李誕團隊

這次的《開工了！新生活》，

不過是咱贊助商前提之下的一

次開工歌詠，尤其是對於贊助

商全方面的歌詠。在這檔脫口

秀節目當中，可謂是多家贊助

品牌，一期節目，全部需要歌

詠一遍。這麼搞，能好笑才怪

。

縱覽李誕團隊最近幾年的

脫口秀演員，真正火爆的，似

乎也只有思文和楊笠。思文是

憑借諷刺婆媳關系獲勝。而楊

笠，則是憑借諷刺男女關系獲

勝。而離開了婆媳關系的諷刺

和男女關系的諷刺之後，無論

是思文，還是楊笠，都不好笑

了。她們要成為真正的語言類

喜劇的大師，顯然任重道遠，

甚至於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路

子可以走了。

諷刺婆媳關系，諷刺到最

後，勢必會被聽眾們情緒反彈

。站在兒媳婦的立場上諷刺，

就會有婆婆站出來不滿。站在

婆婆的立場上，又會有兒媳婦

們認為思文叛變了。同樣的道

理，當下的廣大男性們，有幾

個願意讓楊笠諷刺大家夥為又

普通又自信的男人了。千萬甭

相信網絡上那些假意幫著楊笠

叫好的男人們，他們不過是裝

大度，真心胸狹隘罷了。

所以，脫口秀演員要賺錢

，賺更多的錢，就必然走向歌

頌的一面。《開工了！新生活

》這個李誕團隊的節目，很好

地說明了，脫口秀正在商務的

路子上奔赴歌頌，只要賺錢，

或者說只要給錢，怎麼歌頌怎

麼來，連相聲和小品這些同屬

性喜劇藝術的底線都不必遵循

，比它們更沒有底線。

一並，當然有脫口秀演員

不想賺錢，不想在商務當中喪

失自己的藝術底線，他要堅持

脫口秀藝術的諷刺性。然而，

脫口秀作為最接近雜文創作的

藝術形式，最終的底色是哲學

，沒有哲學的鋪墊，就無法實

現更多諷刺性事務的思考。當

下的脫口秀演員們，誰有這個

思考的底色呢？表面而膚淺的

吐槽，只能一笑了之。深層次

的諷刺，他們又實現不來。最

終，向商務妥協，賺點錢得啦

，也是李誕團隊的宿命。

《女士的品格》開播
萬茜劉敏濤邢菲揭密高壓女性生存法則

由萬茜、劉敏濤、邢菲領銜主演，白客特

別主演的都市生活輕喜劇《女士的品格》將從

2月 6日起每日 20:00，由湖南衛視&芒果 TV

雙平臺獨播。劇集立足於“職場女性”話題

，圍繞姚薇（萬茜 飾）、安欣（劉敏濤 飾）

和劉小溪（邢菲 飾）三位女性的職場和家庭

故事展開。

有態度有溫度有新意
資深商務總監姚薇，處事雷厲風行，遇事

“殺伐果斷”，她的座右銘是“我姚薇想幹的

事就沒有什麼是幹不成的”；安欣是空降姚薇

公司的商務主管，閱歷深、能力強，有待成

為新“掌門人”取代姚薇，她對競爭的態度

是“不擇手段”，因為這麼做“對於結果來

說也不是什麼壞事”；劉小溪是姚薇部門下屬

，職場新人，同時也是一位寶媽。

三位女性的背景、經歷、性格等各不

相同，卻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可謂“三

個女人一臺戲”。職場上，她們各有各的強

項；生活中，她們也都有各自難斷的家務

事。姚薇和丈夫感情很好，為了穩住事業

只能假裝成單身人士，套進隱婚的枷鎖中

；看似前程無憂的安欣，無意中陷入家

庭、情感的漩渦，若是家的港灣漏風漏

雨，她又如何再在戰場般的職場上打拼

？劉小溪工作上雖然努力勤奮，因為

養育孩子，她流失的時間和受挫的事

業是否能夠挽回……她們帶著各自過

去的故事，當下的窘境，進入生活和

職場這場大戲之中。在寫字樓工作間相

遇相處的她們，又將會發生什麼新的故

事？

有喜劇有生活有話題
當代人的生活本身就與高壓的工作氛

圍和緊張人際關系掛鉤，對於身處大集團

各個層級的職場人更是不言而喻。該劇將

集團競爭、職位晉升、職場較量、平衡生

活等更為嚴酷的生存法則賦予三位女性，

無疑放大這種緊張感和壓迫感。對此，

《女士的品格》選擇以輕喜劇為主要拍攝

基調，如增設夫妻關系、家庭關系等溫馨

平和的場景作為緩沖地帶，極大程度改善

了劇集整體氣氛，有效地提升積極觀劇體

驗。每當劇情發展到劍拔弩張之際，必會

出現某種轉折瞬間分散觀眾們的註意力，

感受到有如坐過山車般的愉悅體驗，虛驚

一場繼而放松一笑。這是輕喜劇的魅力所

在，也是該劇的特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