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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冈仁波齐》叫好又叫座？是因为它如一股清流，荡涤着
社会特别是国产影片的浮躁之气和媚俗之风。

现在的国产影片，有的为了博取票房，一味迎合观众，把低俗当通
俗，自以为观众喜欢“娱乐至死”，拉来所谓的“大牌”助阵，而影片本身
故事缺少感染力、演员没有真情、制作粗制滥造。而《冈仁波齐》没有一
个明星，但每一个人的表演都质朴而真实，令人敬重和感动。

有的抄袭模仿，斥巨资搞大制作，最后却拍得不伦不类，不仅故事
没有讲好，而且特效不特，奇幻不奇。《冈仁波齐》却返璞归真，以纪实风
格拍摄，通片没有一个特效画面。

还有的简单说教灌输，把正能量拍得脱离生活，塑造的人物不食人
间烟火。《冈仁波齐》没有一句口号，许多观众却从中获得了追求理想、
努力工作的动力。网友M－12163说：“心中坚信不疑的信念，让所有
的微不足道、所有不为他人理解的坚持和付出，都变得意义非凡……”

电影界的种种怪象，伤害的不仅是观众，更是电影界甚至整个文化
艺术界的口碑和荣誉。阳春白雪并非曲高和寡，下里巴人也非低俗不
堪。观众正在用实际行动，支持那些能够净化心灵、凝聚人心、反映现
实生活的“走心”的作品。

辛华

茫茫高原之上，疾风暴雪之中，一支
由11人组成的队伍缓缓行进。他们虔
诚跪拜，不畏艰险，途中经历了孕妇产
子、交通事故、盘缠耗尽、老人离世，历时
一年、徒步2000多公里，终于来到了神
山冈仁波齐。

正在热映的电影《冈仁波齐》，讲述
了西藏普通佛教徒的朝圣故事。本来，
制片方和导演张扬都认为这是一部很小
众的电影，预计票房也就400万元左右。
出乎意料的是，截至7月5日，这部电影
的票房已达7385.8万元。目前影片虽已
上映17天，但各院线排片有增无减，上座
率居高不下，有些地方甚至“一票难求”。

是什么打动了观众的心？有人被历
尽艰辛的真实故事感动，有人被追求信
仰的精神力量震撼，也有人被独具魅力
的高原风情吸引。

《冈仁波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9
岁的小姑娘扎扎以标准“磕长头”的姿势
三步一磕地前行，背后是苍茫的天地和
雪山。当她从累得瘫倒在地的同伴身边
经过时，轻声却坚定地说了两个字：“加
油！”一位网友评论说：“看到这个场景，
我顿时泪奔，好像看见自己的灵魂，一路
都在走着，还尽力对众生说着‘加
油’……”这种让人有感而发的情节，在
《冈仁波齐》中比比皆是。

作为一部无剧情、无明星、无热门IP
噱头的纯正艺术片，《冈仁波齐》的表现
已经跃升为现象级话题。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吴冠平近日做客央视电影频道《今
日影评》栏目时，把《冈仁波齐》和其它的
艺术片创作进行了对比，他坦言：“我们
的某些创作者在艺术片中往往沉迷于表
达一些不具正能量的个人小情绪，而《冈
仁波齐》对于大自然和精神世界致以崇
高的敬畏，带观众回归传统的审美。”

瑰丽宏大的主题背后，传递的是涤
荡人心的正能量，而这正好与当下都市
人的心灵诉求相契合。吴冠平认为，《冈
仁波齐》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当下包
括公司白领、学校教师等在内的城市新
兴知识阶层成为主流观众不无关系，因
为这些都市人群对于这样的一个符号具
有精神向往。这部影片中经常出现的
318国道，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时下知
识阶层的时尚符号，人们向往通过318国
道去大理、丽江旅行，幻想可以放下内心
的重担，心无旁骛。这也说明《冈仁波
齐》代表着都市人在高压的生活中，内心
失去而又留恋的某种东西。

和众多艺术片的命运一样，《冈仁波
齐》取得如今成绩，走的也是一条“逆袭
路”。该片首周最低单日排片占比仅
0.9%，经过口碑的发酵，才不断博得关
注，观影人次不断上升之后，争取来了
5.9%的单日排片占比。为何艺术片总
要面临坎坷的“逆袭”命运？吴冠平认为
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现象级的艺术片存
在”。通观近两年来影响力较大的艺术
片，无论是毕赣的《路边野餐》、张大磊的
《八月》这些新人新作，还是老牌导演侯孝
贤的《刺客聂隐娘》和贾樟柯的《山河故
人》，这些影片虽然对于特定人群具有吸
引力，但都没有达到一个现象级的观影效
应。而缺少现象级的效应，票房成绩始终
徘徊在相对较低的数字，是导致院线低估
艺术片市场容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冈仁波齐》的档期已经延长
至8月20日，这既反映了排片者对艺术
片放映规律的一种尊重，也让我们寄希
望借助这部影片试探出中国艺术片的观
众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数量。吴冠平将
《冈仁波齐》定义为一部“探路之作”。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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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磕长头磕长头””的队伍和苍茫的天地的队伍和苍茫的天地、、雪山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