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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在中国作家
研究机构中，曹雪芹研究会、鲁迅研
究会、丁玲研究会、赵树理研究会和
诸葛亮研究会（ 如果他也算文学家
的话）都是响当当的名字，而且他们
都对已故作家的作品做整体的研究。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一大批“ 在世作
家的研究机构”纷纷涌现。

业内普遍认为，这些在世作家大
多创作生命力旺盛，佳作可能还在后
头。如果此时急着“ 研究”，不仅影响
作家创作，也难出成果。

著名在世作家纷纷“ 被研究”
莫言获得诺奖后，出面发言最多

的是一个叫“ 莫言研究会”的组织。
据记者所知，这个莫言研究会是山东
高密专为研究这位著名老乡所设，是
莫言文学馆背后的主管机构。只是
2006年成立的莫言研究会，直到莫言
获奖之前也还默默无闻，记者并未见
到他们有莫言研究专著行世。

据记者观察，今年在世作家“ 被
研究”成风。研究莫言的不过是一个

“ 研究会”，研究贾平凹的则是名头
更响的“ 贾平凹文学艺术研究院”。

按照世界文学研究惯例，研究会
一般只为已故著名作家而设，比如巴
金研究会、中国老舍研究会等等。但
是如今在世作家纷纷“ 被研究”，这
些作家有时还会应邀出席研究会召
开的专门研究自己的会议，感受“ 任

人评说”的滋味，这也成为一大奇观。

研究在世作家背后藏“ 小算盘”
据本报记者了解，这些在世作家

研究机构大多是在艰难说服作家后
设立的，作家往往碍于人情，被迫无
奈接受。真正自己想成立研究会的作
家很少。比如莫言就曾对故乡设立

“ 莫言研究会” 写过一首打油诗：
“ 故乡成立研究会，诚惶诚恐惭且

愧，高悬鞭策自努力，永远知道我是
谁。”其中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评论家金哲表示，为在世作家设
立研究会，确实有悖文学研究的规
律。在金哲看来，研究就得作出判断，
而对“ 进行时的作家”是很难作出判
断的，因为根本不知道他的文学终点
会在哪里。

而各地之所以下那么大功夫说服
作家同意“ 被研究”，自有自己的考虑。
一般而言，故乡研究著名老乡，背后多
有一个“ 挖掘城市文化底蕴”的考虑，
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而一所高校要为一位在世作家
成立研究所，也多半是想增强学校的

“ 软实力”。记者注意到，有的理工科
大学通过设立作家研究会来建立自己
的“ 文科品牌”。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
原因，这些研究会和研究所往往成为
为作家“ 说好话”的机构，并且极力维
护所谓作家的名誉。如此，也就难见真
正掷地有声的研究成果问世。

昨天下午，上海戏剧学院端钧
剧场，《 寒战》官方前传微电影《 唯一
抉择》吸引了几百名观众到场，这是
这部微电影的首映式，也是2012新媒
体视频作品大赛的启动新闻发布会。

同时，这次发布会有个重要任
务，就是为“ 上海青年新媒体联盟”
揭牌。此联盟发起于本次新媒体视
频作品大赛，将联合青年社团、新媒
体产业以及各影视专业院校共同为
扶持青年电影人搭建成长平台，拓
展发展空间。

由于有官方背景，所以这也被
业界看作是微电影被扶持的又一大

动作。微电影果真已引起广泛关注了
吗？这次在《 寒战》中客串演出的刘
德华，主要目的其实是扶持新锐导演
梁乐民的这部新作。刘德华向来以扶
持新锐导演著称，此前《 疯狂的石
头》和宁浩就是他的得意之作，这次

《 寒战》 斥巨资拍摄微电影做宣传，
他也是眼光独到的建议者之一。

日前，他通过剧组告诉本报记
者：“ 我对微电影作品和微电影产业
的发展，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微电影
或许将成为一个更加直接的挖掘新
人的途径，最简单的，用手机就可以
拍摄电影，将给予更多有创意和梦想

的年轻人展现创作能力的机会。”
而这部电影，片中主角梁家辉、

郭富城等巨星，也都共同参与策划
与支持了这部微电影。剧组说，他们
这么做，也是期待微电影与大电影
能有良好的互动效应。

当然，并不仅仅是这部剧，也有
越来越多的明星加入到微电影的大
圈中，萧亚轩、彭浩翔、蔡康永、黄
渤、张静初、张亚东、徐铮等明星，都
有过类 似 的 经 历———虽 然 有 部 分
人，仅仅是想借微电影过一把导演
的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带动
了这个产业的起步。

在世作家被“ 研究”
碍于人情勉强接受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收藏家除
了回归人文精神家园，更要提高研究
能力，也就是要能辨别真伪。”台湾
知名收藏家曹兴诚昨天说。曹兴诚是
应邀来上海出席第三届世界华人收
藏家大会的座谈会的。十几天前，此
次大会刚刚在台北圆满落幕。

曹兴诚谈艺术品真伪是有感而
发。他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去广东
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参观，上下两层
巨大空间里摆放的艺术品大多数是
假的。在曹兴诚看来，收藏原本是
传承艺术，传播文化之事，但一旦
收藏展出的都是假货，那所有的这

一切功能都无从谈起，更会产生负
面影响。

曹兴诚认为，未来文物交流将加
快，尽管台湾、香港的收藏起步比大
陆早，但大陆收藏家进步迅猛，让人
不可小觑。

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执行主
任祝君波则认为，最近北京拍卖机构
入驻香港，从今秋起筹备拍卖，是逐
步促进市场竞争和整合的重要信号。
虽然中国大陆收藏占比很高，但还有
待向香港和台湾学习和提升。三地合
作不可避免，共同发展文化和产业的
前景十分美好。

曹兴诚：藏家要提高鉴别真伪能力

活动现场的体验区，市民用手机感受微电影的魅力。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但一切，都只能说“ 如果”。微
电影的现状窘迫、盈利模式不明朗，
都将考验业界智慧。

《 寒战》投拍的这部15分钟微
电影，成本是数百万元。虽然对拍电
影来说算很小的投资，但对普通的
微电影来说，却是超奢华级的投入。
除却那些纯属自娱自乐的微电影，
稍微能讲点制作的微电影，数千、几
万到十几万是主流投入。

“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微电影，

制作稍微精美的，基本都是广告
片。”2012新媒体视频作品大赛的主
办方告诉记者说，“ 成立这个大赛，
就是希望能出真正的作品，让微电
影不再只是广告片的天下。”

然而，这样的期待，是否能实现
仍是个疑问。目前，微电影创造价值
的方式，除了广告形式，就靠在手机
视频或者网站上的点击率分成，这
笔钱“ 无限接近于无”。微电影是否
会 出 现 当 年 无 线 音 乐 走 过 的 老

路———无线运营商收费吃肉，版权
方喝汤，创作者只能吃点残渣甚至
什么都分不到？

这样的顾虑，在大赛的某主办
方和部分青年导演签约时，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他们都担忧两点，
一 是 微 电 影 本 身 的 盈 利 模 式 ，一
是盈利后的分成问题。前者，是对
现状的担忧，后者，是对未来的担
忧。要解答，微电影还需拿出更过
硬的成绩。

无数人对微电影的前景持乐观
态度，是基于对手机这个微电影主
要战场或者说是主要平台的认可。

记者也从某电信运营商处了解
到，2012年全球手机用户数已经超
过60亿，全球目前有40多个国家运
营商开展了手机视频业务，手机视
频市场用户规模2011年底突破了
1.31亿，预计2013年中国手机视频市
场用户规模达到2.82亿。而在市场收

入规模上，2010年为6.67亿元，2011
年年底达到21.6亿元，到2013年预计
达到116.1亿元。

而国内电影市场上，2010年底
才达到100亿的票房规模！广东省电
影公司总经理赵军曾评价这个100
亿大关：“ 这是一次艰难的突进，是
近十年电影市场最艰难的一次攀
爬。无数阵亡影片、数以百计付诸亏
损的影城，以及上十万殚精竭虑披

肝沥胆的忠勇影人和投资者建设
者，所有痛苦的付出都写在了100
(亿)高地上。”

电影如此惨烈的努力，将轻松
被手机视频超越，而微电影如果按
照目前的势头良性发展，将在手机
视频业务中，占据极大的比重。据未
经证实的统计数据称，包括了广告
类 微 电 影 在 内 的 微 电 影 产 业 ，在
2012年已达100亿。

大腕支持 刘德华：微电影可直接挖掘新人

美好前景 微电影产值将轻松超越电影

窘迫现状 精美制作基本都是广告片

微电影《 老男孩》3个月超过1亿2000万人点击，某口香糖微电影形式的广告让人
耳目一新，即将上映、被无数影院寄望冲票房的大片《 寒战》，也选择了拍一部微电影
前传《 唯一抉择》来做宣传。微电影，如今已成为互联网、无线运营商、电影等多种产
业内最热的话题，在“ 微时代”，它能成为视频产业异军突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吗？

本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 天空之
橙———世界经典动漫明星巡礼”昨
天举行记者见面会，宣布将于2012年
12月22日至2013年1月2日空降引爆上
海世博展览馆。在一众迪士尼明星等
国际明星的包围圈中，上海美影厂旗
下的孙悟空形象，显得有点孤单。中国
的动漫为什么“ 大腕明星”那么少？

“ 其实，中国的动漫发展，正处
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如何打破

‘ 只给小孩看’的瓶颈，让大人小孩
都能看，才是最重要的。”迪士尼亚
太区副总裁周德鸣直言不讳。

近年来，作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的重要增长极，动漫产业得到了国家
的大力支持，各地动漫产业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整个产业的正价值也以超

过20%的年均幅度在增长。但和其他
发达动漫国家市场相比，我们的不足
却仍明显：种类单一、缺乏创新、没有
明星都是缺陷。

“ 所以，我们今年会举办中国动
漫的年会，而主题已经定好了，就是

‘ 创品牌’。”中国动画学会的刘主任
告诉记者。诞生出中国的“ 国际动漫
明星”，就是今后产业的任务之一。

拥有变形金刚这样知名品牌的
孩之宝公司的陈女士也告诉记者：

“ 变形金刚过去二十多年，很多都是
大人在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都带
上小孩来看，这就是好的现象。”她
就认为，动漫最好的发展方向，就是
要让形象能针对家庭娱乐，而不是大
人一看到这个形象，就想扭过头去。

变形金刚说：别只给小孩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