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岁影视档，当荧幕上《泰囧》三

傻一路高歌破了10亿票房纪录的

时候，荧屏这厢“民兵二蛋”也在

浙江、北京、湖北几大卫视悄然地

收视飘红，而在网络视频端，仅腾

讯视频一家的播放量就已破亿。

这两部拥有同一位编剧 （之一）

与同一位主演（之一）的影视作

品， 联手献上了人民群众期待已

久的笑声。 粉丝们在微博上口耳

相传：“如果看《泰囧》还没笑够，

就去看《民兵葛二蛋》吧。

以前我们叫小人物，后来叫草根，再到如

今，我们叫“屌丝”。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或电影，或小说，或

是一个相声和小品， 它们足够优秀很多都是

因为把一个或几个小人物讲好了， 哪怕是陷

入自我世界之中，只要足够到位，依然是有魅

力的。

这几乎是常识。《民兵葛二蛋》之所以获

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欢， 就是因为它放大和

落实了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故事。 他们的命运

故事几乎可以套用到各个年代， 以至于有人

看此剧联想到了当下的职场。 说白了，《民兵

葛二蛋》 老老实实地讲述了几个屌丝人物的

故事，饱满且有趣，自然深受欢迎。

而像这样拍连续剧的自然不少， 或者说

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

我以为《民兵葛二蛋》和很多成功的连

续剧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方言。

黄渤的青岛话和王迅的四川话都是亮点。

就因为方言，电视剧显得质朴不少，喜剧

效果也来得更加自然和朴实，甚至给人以“恶

搞”的感觉，这恰恰是优点。

在我看电视剧的经验之内， 管虎2005年

的电视剧作品《生存之民工》堪称“恶搞”经

典，是我看过的最特别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

一群小人物饱含心酸又充满渴望的故事。剧

中起用了40多位真正的民工， 每个人物都说

着自己的方言，本色出演。全剧采用肩扛摄像

机拍摄， 因此也被称作 “平实纪录式电视

剧”。《生存之民工》给我的感觉之所以“恶

搞”， 是因为它完全颠覆了电视剧的传统拍

摄方式和叙事结构， 几乎是用电影的手法来

拍摄一部电视剧， 独特的影像风格深深地吸

引了我。

《民兵葛二蛋》在“恶搞”方面的体现，

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抗战戏， 情节一点都不华

丽，也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着重于小人物琐

碎和生动的命运故事。 只不过在形式上没那

么极端和彻底而已， 毕竟还是有主旋律的背

景要求。

电视剧就是该多拍点屌丝的生活。

而拍屌丝的生活，就该拍得很“屌丝”，

让幽默回归生活，让人物回归现实。

其实，像《民兵葛二蛋》中的主演黄渤、

高虎、王迅等，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演员界的屌

丝。哪怕黄渤如今已经很红了，他依然是一个

屌丝，这当然是褒奖。2000年管虎导演的电影

《上车，走吧》完全可以称得上屌丝国产电影

的代表，而黄渤、高虎正是《上车，走吧》的两

个主演， 他们几乎完美地饰演了两个在北京

打工的屌丝青年。 王迅最被人熟知的当属电

影《疯狂的石头》中的演出。从某种角度来

说， 他们如今的表演都是在演多年前演过的

角色，是一脉相承，是一种回归。他们气味相

投，共同的屌丝气质，促成了他们在一起融洽

和谐的表演。同时，也相互欣赏。

对于他们来说，屌丝的人物角色，那简直

是轻车熟路，稍微一发挥，那绝对出彩极了。

但让一个演员承认自己是屌丝， 多少需

要点自嘲的勇气的。

而在这些演员身上， 我看到了这点。因

此，他们优秀。

对于这部《民兵葛二蛋》，唯一的遗憾是

导演并非管虎，假如是管虎，这部《民兵葛二

蛋》或许会更具风格化，更能体现屌丝精神。

（六回）

王迅最拿手的就是用喜剧的方式去扮演

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他擅长扮演那种有点儿怂

有点儿鸡贼的小人物，这些人物身上总有着很

明显的缺点，比如好色、懦弱、懒惰等等。不过

这些最下层人物几乎都有一套应对生活逻辑，

以投机取巧、自我安慰、乐天知命等极懂人情

世故的方式化解各种不堪的现实，为自己谋得

生存的权利，于是悲剧在他们身上变得喜感起

来 。他们是小人物的代言者，是小人物中的生

存哲学家。 椒盐普通话则是王迅的杀手锏，好

笑倒在其次，能让人物的喜怒哀乐扑面而来。

����

张耀祖，《民兵葛二蛋》 中的皇协军老油

子。

很难用形容词来准确地描述王迅扮演的这

个人，哪怕是一串形容词，不过他做的事说的

话却显示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麦子刚刚参

加皇协军的时候，张耀祖教育他说，即使当狗

也要当个不咬老百姓的好狗；自己说着一口川

普，却炫耀在“军界”混要像自己一样说得好

“官话”；有一套出任务的办法，一喊冲，作为

老兵就要带头往前冲， 一冲到门口就要摔倒，

等着子弹都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去了再起来；

让他开枪杀人的时候吓到尿都要流一裤裆，每

每要麦子保护，却常常以“你就是个生核桃”

起头在人情世故上教导麦子；冒着生命危险去

给葛二蛋通风报信，最后被麦子亲手打死……

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哭诉：我的审美观被张耀祖

毁了，我最看得上的竟然是他！一转头她又哭

诉：编剧是后妈么，张耀祖都给写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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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鸡公，《川军团血战到底》里面的川军士

兵。

王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其实一开始并不

想演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个叛徒， 不过当我

深入下去之后，发现他特别悲情。”骚鸡公身

世复杂，在军营混了十几年，处事圆滑、能言善

辩，外加能讲一嘴的荤段子让大家乐活而被众

人拥戴。骚鸡公在口头上很勇敢，又人如其名

很好色，最终因为这件事当了叛徒，在兄弟生

死的瞬间幡然悔悟。

� �

牛油漆，《杀生》里面的油漆匠。

片中，油漆

匠和老婆要成好事，把缝缝堵得来连苍蝇都飞

不进去， 不料还是被牛结实偷窥兼嘲笑了，牛

油漆完全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脑袋一耷拉，喉咙

里嚎出一句“我日你仙人板板哦”，令人喷饭。

以前，观众看到他都会说这不是“别摸我”

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叫王迅了。 (

桑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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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碟淘碟

快乐周末 碟碟不休

几个月前第一次看《有希望的男人》，笑

到喷血，迫不及待要推荐，但想了想还是放

弃。一出喜剧，而且又是性喜剧，关键还毫无

节操可言，这确实让我很难办。这一周又拿

出来看了看，依然笑到崩溃，但最后却很意

外地被故事感动了，心里就未免有些难过。

一部捷克电影， 相比于欧洲一线的法

英西就已经先天发育不足，气势上矮一头，

更加难与好莱坞同类电影一较人气。 观众

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 这片子立刻被淹没

在每年五百部美国电影的时代洪流中，再

也难觅踪迹。

那样还真是可惜。

我其实不敢怎么讲剧情， 因为完全是

暴力摧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内容，

你见过以全员出轨为主题的喜剧吗？ 丈夫

出轨；妻子出轨；老丈人出轨；岳母也出轨；

老丈人看女婿人老实，心想你这不行啊，婚

姻绝对长不了，赶紧地，找个小三……。通

观全片，其实就两条剧情线，一条让演员挑

明了演，就是丈夫拼了命地找外遇；一条全

靠剧情推进交待，那就是妻子纷纷婚外情。

而且， 我们还别妄想捷克导演会站出来义

正辞严地捍卫一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他

能把无情嘲讽改成意味深长的自嘲， 就已

经很不容易了。

这种电影，我们中国人真拍不出来。

《功夫小蝇》

这不是什么恶搞电影， 苍蝇也只是苍

蝇， 不是苍蝇侠， 所以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片。当中国电影还在为鬼不能上映、妖能上

映而争论的时候， 别人印度电影早就超脱

了。人死了变成什么？苍蝇！保留人思维的

苍蝇！ 于是乎一切乱七八糟的想象都是合

理的了。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个电影的编剧创

意，以及特效公司的支持，虽然感觉这并非

什么高成本的特效片， 但苍蝇的细节倒是

制作得很足。 我是抱着看垃圾片的心态看

这部电影的，所以看的时候，对这部电影的

喜欢就很容易慢慢叠加起来。 剧情说简单

点就是男朋友遇害变成苍蝇之后， 来保护

女友，同时寻找仇人。

导演就是利用一种反差在讲故事，苍

蝇是大家最不喜欢的昆虫之一， 如果在日

常家庭生活中，苍蝇、蚊子、蟑螂，是最不想

在家里看见的。但影片中，苍蝇充满了爱，

吃进去的是垃圾，挤出来的全是爱。爱这个

时候就变质了， 变得比羊爱上狼更让人难

以理解。 记得好莱坞有部卡通 《蜜蜂总动

员》，宝莱坞这下就更彻底了，来了个苍蝇

情仇录。无厘头自然是无厘头到极致，但导

演把每个荒诞的笑话都拍得非常认真，甚

至有点“写实”。让你越看越觉得：我

X

，这

哥们儿真变成苍蝇了。

剧情中有很多梗，我不能一一点破。结

尾的时候， 有点出人意料， 仿佛还有个泪

点，我的天，我一定是疯了，鼻子为蛆的爸

爸酸，这还是头一次。末了给讲个笑话吧。

苍蝇儿子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吃大便呢？

苍蝇爸爸说：搞什么搞，吃饭的时候不要说

那么恶心的话题……

当葛二蛋和麦子回到村子， 惊愕地发现

全村一百多口人被日本人杀光时， 第一集已

经快演到一半了。其实看到这里之前，我已经

有三次想换台的冲动， 因为觉得这部电视剧

并不好看啊， 葛二蛋和麦子在赌场出老千吸

引不了我， 葛二蛋被老爹逼着去相亲然后逃

跑也没啥意思。虽然这都是后面剧情的伏笔，

但节奏拍得极其缓慢， 小人物的特点也没亮

出来，画面让人昏昏欲睡。

但是，在电视剧第一集播放到20分钟后，

就如同一个人穿过一片平原， 眼前突然出现

断崖一样，心跳才开始跟随剧情。日本人是冲

着刚到村里的几位八路军伤员来的， 这件事

只有村里人才知道，谁是告密者？除了麦子和

葛二蛋， 在屠杀中幸存的还有八路军的赵队

长、和八路军联络的小七，以及一心想嫁给葛

二蛋的苗子。

奸细是谁呢？赵队长说完“这个奸细一定

还活着”，就踉踉跄跄地走了。葛二蛋和苗子

的亲人都倒在日本人的枪下， 应该可以排除

嫌疑。麦子会是奸细么？他是孤儿在村里无亲

无故，而且鞋底里还藏着一笔钱。小七呢？他

醒过来后悄悄走了， 后来在敌占区的镇上出

现。作为一位观众，我对“凶手就在这几个人

中”的这种模式完全没有抵抗力。就这几个人

活着，会是谁呢？在思考的时候，也被带入了

剧情。

这几个人中，除了葛二蛋

（这部电视剧的

名字就是他，他必须是正面角色）

，每个人都

有嫌疑，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清白的理由。故事

于是在悬念中进行，葛二蛋、麦子、苗子三人

进了城，见义勇为杀了鬼子救了李秀玲父女。

其实看到他们进城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去买

了碟，就想一次性痛快地看完。话说，这部电

视剧，除了悬念之外，搞笑的功夫也很独到。

黄渤扮演的葛二蛋就不用说了， 王迅扮演的

皇协军，时不时甩上几句“正儿八经”的川

普，真是让我们这些四川人会心一笑啊。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兵葛二蛋》用

悬念勾起了我想看下去的欲望， 也让我动员

大脑进行思考和判断， 不放过电视剧里的任

何一个细节， 结果导致这部电视剧被我看成

了“夹生饭”。葛二蛋等人在小街镇帮李秀玲

父女而杀了个鬼子，日军封城搜查，贴布告悬

赏葛二蛋和李秀玲父女， 而他们住在李秀玲

家里只要不出门就安然无忧。麦子连出身、户

籍都没有，就能加入皇协军，而且还能升为军

官。 麦子让张耀祖混进塔湾村打听葛二蛋消

息， 塔湾村就那么几十号人， 大家都互相认

识，张耀祖怎么混啊。

我在葛二蛋拉着民兵去攻打小街镇后，

慢慢对这部电视剧失去了兴趣， 村里的民兵

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惨重， 但葛二蛋回去没多

久就屁事没有， 还要去小街镇卧底看因为要

断后救他而被日军抓住的刘排长是不是奸

细， 然后漂亮的女一号也到小街镇来配合葛

二蛋的卧底。看到后来，好像到底谁是出卖八

路军和村民的奸细也不重要了， 镜头语言扭

向另一头———嫁给麦子的李秀玲是不是心里

还有葛二蛋呀？ 麦子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日

本女人良子呀？

哦，这真是一个悲剧，我看到20集之后，

再也不想看《民兵葛二蛋》，但为了有始有

终， 我在把后面的剧情简介草草地看了一

下，大致知道了剧情的发展。真是可惜啊，有

这么性格鲜明的人物，美工和道具组肯定也

是花了血本，本来能成为像《亮剑》《潜伏》

一样经典的电视剧，最后却虎头蛇尾，以失

望收场。

（蒋庆）

海 洋

车 上 听 的

出轨大作战

———《有希望的男人》

□

宋海洋（主持人，影评人）

床 上 看 的

《公公偏头痛》

（周杰伦）

本来以为周杰伦真的已经弹尽粮绝，

结果他居然杀了 《公公偏头痛》 这首歌出

来，这才是具有周杰伦精神的歌，他的才华

终于还是延续下来了。 周杰伦每年一张专

辑的速度真的不慢，但最近几张专辑，他尝

试太多，改变太多。似乎是他自己涉及的领

域越来越广，眼界越来越宽之后，反而有点

误入歧途。

《十二新作》这张专辑，各种曲风混搭

得中规中矩，周杰伦仿佛在找一种平衡，以

及一种过去的感觉。所谓周杰伦精神，我觉

得是一种带有强烈玩世不恭的恶搞创意工

程。周杰伦是个很酷的人，但他内心却充满

各种鬼马玩笑， 虽然玩笑不见得每个都好

笑。周杰伦的特色有几个方面，宏大的，英

伦的，小清新的，摇滚的，中国风的，这些所

有歌手都能模仿， 只有鬼马的是他自己独

有的。《斗牛》《皮影戏》《魔术先生》《扯》《印

第安老斑鸠》《牛仔很忙》 等等歌曲都能用

他的口头禅“哎哟”来概括，那种感觉呢，他

的歌迷应该能懂。

《公公偏头痛》，歌词根本听不清楚，只

能听见“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这仿佛

是周杰伦在默写自己弹跳韵律的

rap

秘笈，

抓得住节奏，才跟得上他的音乐。这首歌里

面，熟悉的玩笑周董又回来了，他让你开心

地听歌；听不懂，去看方文山的歌词，更开

心。这种感觉让我回到第一张专辑听到《印

第安老斑鸠》的时候，一句“你笑屁啊！”突

然出现在歌里，让我笑了很多次。

《公公偏头痛》，把方文山和周杰伦那

种无聊笑话的老梗都调动起来了，很好，很

及时。

(po

妞

)

如果看泰囧还没笑够

就去看民兵葛二蛋吧

▲

电视剧就是该多拍点屌丝的生活

《民兵葛二蛋》，只能看一半

说椒盐普通话的王迅真出彩，正儿八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