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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成建在影片开机仪式上

马铭

商人轧戏

正如电影被称为“梦工厂”，拥
有“现实工厂”的商人也挡不住有
造“梦”的理想。

企业家的经历往往是人生如
戏，但若是他们更愿意演绎戏如人
生，似乎也并不奇怪。

在电影面前，商人可以是观众，
可以是投资人，也可以———是演
员，或者导演。

时下，投资拍电影的商人不稀
奇，但是亲身站到摄影机前，充当
演员或导演的企业家呢？

小潘和老任：联袂“触电”

即便没有“触电”，潘石屹和任
志强也几乎快要成了娱乐圈的风
头人物，因为以他们在网络上的人
气，一点也不输给某些明星艺人。

2011 年 10 月，任志强在微博
里习以为常地调侃潘石屹：“小潘
可以单独就此拍部电影了。名字叫
《我是潘币》。”

时隔数月，关于潘币的电影没
有开拍，但是，任志强和潘石屹却
齐齐出现在一部微电影中。

2012 年 1 月 9 日，任志强在微
博里轻描淡写一句：“准备拍个小
电影。”立即引来细心粉丝的好奇。
答案在几天后揭晓，一部名为
《2012 是真的》的三集微电影在网
上流传，不仅有任志强在片中轧上
一角，连他的“最佳拍档”潘石屹也
一起出镜，这两位时常在微博上一
唱一和、惺惺相惜的哥俩，终于首
次联袂“触电”、公开亮相。

这样的搭配其实早有渊源。
2011 年 2 月，贺岁电影《武林

外传》中就曾拿潘任二位做起了文
章，影片中有一个幕后大反派叫潘
公公。援引一位影片主创所述，“这
个潘公公名叫潘志强，就是潘石
屹+任志强。”

2011 年的这部贺岁电影早已
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2012 年伊
始，这一次观众在电影中看到了潘
石屹和任志强的真人版。

2012 年 1 月 16 日、18 日、20
日，《2012 是真的》第一、二、三集视
频在网上陆续推出，立即成为热门
话题。

业界认为，作为 SOHO 中国董
事长的潘石屹在这部微电影中说
了一句对社会发展乃至房地产行
业都同样适用的台词：2012，是真
的。有观点对此的读解是：房地产
行业需要一艘“诺亚方舟”，用以改
变扭曲的发展模式，保障行业的健
康前行。

这部短片时长不足 20 分钟，却
被冠以“微博贺岁大片”，拍摄粗
糙，创意潦草，唯一的亮点是演员
阵容强大。除了任志强和潘石屹出

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财经主持人姚
长盛和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据
悉，这部微电影正是由高和投资与
长盛工作室联合出品。

即便没有“触电”，潘石屹和任
志强也几乎快要成了娱乐圈的风
头人物，因为以他们在网络上的人
气，一点也不输给某些明星艺人。

对于一年几乎只看一次电影的
任志强来说，出演微电影已经算是
不小的“创举”。而对于潘石屹而
言，这次“触电”却并非首次尝试。

2006 年情人节前夕，潘石屹和
梅婷主演的电影《阿司匹林》在北
京首映。一口甘肃天水口音的潘石
屹在电影中扮演一位美国海归，据
说这遭到妻子张欣的嘲笑。
“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我忐忑

不安地期待着观众们的反应，远远
不如我在一个新楼盘开盘时自信
和兴奋。”潘石屹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

对于这部电影的票房，潘石屹
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可以肯定
的是，这部早已被大众遗忘的影片
显然没有他的房子那么好卖。

罗永浩：拯救中国电影？

相对于粉丝的热捧和犀利的拍
砖，罗永浩对自己的第一次触电很
自信。他给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作
为一个新导演来说，非常好了。”

2011 年 9 月，罗永浩第一次
“触电”———由他导演的微电影《小
马》在网上开播。
在此之前，罗永浩生命中与电

影有关的剧情，是初中早恋的主要
场景，是看不够的武侠电影，是被
赶出电影学院教室的蹭课者，是
“拯救中国电影”的彪悍口号。

人称“老罗”的罗永浩，既是英
语培训机构 CEO，又是网络上炙手
可热的文化名人。随着《小马》开
播，罗永浩又多了个身份：新锐电
影导演。
在这部时长 40 多分钟的电影

中，罗永浩不仅是编剧和导演，还
亲身出镜，饰演咖啡厅发疯男一
角，该场戏也成为全片最大的亮
点。
《小马》是网络电影短片集“幸

福 59 厘米”系列中的一部，上线后
点击率火速蹿高，成为该系列微电
影中最红的一部，无论是其“文艺”
另类的剧情和罗永浩“疯狂”的表
演，都引来坊间热议。
影片剧本由罗永浩亲自操刀，

讲述的是身患夜尿症的摇滚乐手
小马寻找真爱的故事，全片由小马
旁白贯穿始终。专业人士质疑剧情
上存在硬伤，有人认为罗永浩压根
不会用镜头讲故事，如果没有主角
旁白，本片与“看图作文”无疑，而
来自支持者的声音也显得热情洋

溢，一位名叫“大圣不在”的网友这
样评价：“看了 10 分钟就断定了老
罗是牛，想拍电影就拍成，想办网
站就办出名堂，想搞慈善就做出
2008 年最透明的慈善赈灾。真是文
青的外表企业家的心啊！”

早在电影还没拍摄完成之前，
罗永浩对电影的热情就溢于言表，
2011 年 7 月 18 日晚，他急不可耐
地把微博身份认证信息改成了“牛
博网创始人；老罗英语培训创始
人；准电影导演”。

据罗永浩所述，2011 年 6 月 9
日，他完成了第一稿剧本，到 8 月 9
日开拍，中间相隔只有两个月，因
此造成了很多细节包括整个剧本
结构“都有问题”，开拍时剧本还没
有写完，罗永浩便在片场边拍边
改，别人收工回去睡觉，他还留在
片场修改剧本。在那段时间，罗永
浩每天平均睡觉不会超过两个半
小时，甚至还有 30 个小时连轴转
的时候。

这是过去 40 年时光中，电影从
未带给罗永浩的感受。

相对于粉丝的热捧和犀利的拍
砖，罗永浩对自己的第一次触电很
自信。他给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作
为一个新导演来说，非常好了。”

曾经说过要拯救中国电影的罗
永浩，很懂得口号和行动的差距。
他也曾有一句著名语录：“老罗英
语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没有血
和肮脏的东西。”眼下，罗永浩打算
将这种理想主义带到电影中。虽然
他的事业主要还是在英语培训机
构，但“明年我会拍第一个长片，钱
已经没有问题了”。

因为对于罗永浩而言，“电影肯
定还没玩够”。

杨子：对电影上瘾

有一种观点认为，杨子演技很
一般，不过危机攻关能力很强———
这似乎也正好符合一位青年企业
家应有的风范。

与杨子在企业界的淡定低调相
比，他在影视圈遇到的简直就是
“腥风血雨”。从闹绯闻到演技被质
疑，杨子的跨界之路走得显然远远
不如他经营家族企业那样顺畅。

2004 年，导演桑华筹拍电影
《青花》，他想起朋友杨子对青花瓷
器颇有研究，于是邀请杨子做了电
影顾问。

那段时间，桑华经常就青花瓷
的专业问题请教杨子，两人越聊越
投机。当时，《青花》的男主角还没
选定。看着 29 岁的杨子，桑华突然
眼睛一亮，脱口一句：“不如你来演
男主角吧。”杨子随口一答：“好
啊。”

这就是杨子演戏的开始。
当时已是公司 CEO 的杨子为

此专门向董事会请了两个月的假，
就去拍这部投资只有公司一天营
业额的电影了。
走进摄制组的杨子不再是企业

家。虽然为了演好角色，杨子专门
恶补了表演课，但第一天拍戏，他
就挨了骂。作为家族企业的后代，
杨子从小到大没受到过这种“白
眼”，有时表演不到位，连群众演员
都可以随便“嘘”他，然而这些都没
能让杨子退缩，第一部电影就在他
的坚持下完成了。令杨子意想不到
的是，不久之后，他凭借在《青花》
中一人分饰三角的表演，获得了
2005 年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
奖”。
“我不是普通意义的演员，我不

用出名也很有钱。真正打动我的就
是这个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剧
本。”杨子在大学生电影节上说。
初次触电的成功，让杨子对电

影上了瘾，此后，他开始密集接戏，
因为他想“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争取
最好的作品，向大家证明杨子在认
真地干演员这一行，绝不是公子哥
玩票”。
杨子说服了公司董事会，试水

影视文化产业，创建了中国巨力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
如果说最初崭露头角由于杨子

身为企业家的身份，让观众对他充
满了好奇，后来的密集接戏，则使
这种好奇迅速褪去，将一个演技一
般的“非职业演员”袒露在聚光灯
下。此后，关于杨子演技差的恶评
从未间断，而且网民的质疑和批评
常常显得十分直接。
从 2005 年到 2011 年，杨子在

演艺圈打拼已经 6 年，在演技饱受
非议的同时，他给自己的定义是
“潜伏”在影视圈。6 年间，杨子在演
戏的过程中一直学习幕后运作。

2011 年，杨子第一次独立出品
电影《白蛇传说》，在这部被他视为
诚意之作的影片中，没有看到他的
身影。早前，曾有记者问杨子为何
不亲自主演，他坦言“怕影响票
房”。
“我拍电影的目的是出好作品、

好口碑。我希望传达一种概念，杨
子一直是被娱乐、被八卦、被高调
的，实际上我是一个踏踏实实做电
影的人。”杨子在《白蛇传说》上映
前夕说。

2011 年 9 月 29 日，这部投资
1.8 亿元的《白蛇传说》上映，此后
以 2.29 亿元票房成为内地国庆档
票房冠军，然而口碑与票房大相径
庭，几个月之后，该片荣登“年度烂
片之王”。
跨界触电多年，对于外界对其

演技的恶评，杨子似乎早已无动于
衷。有一种观点认为，杨子演技很
一般，不过危机攻关能力很强———
这似乎也正好符合一位青年企业
家应有的风范。

本报记者 汪静赫

触电的企业家

唐骏：不了了之

总是有故事的唐骏，对于电影亦早有情结。
2010 年，一则关于众明星企业家将颠覆性客串唐骏

电影的新闻，充斥了媒体，然而，两年过去了，这部叫做
《我行我素》的电影始终未见下文。

援引当时的新闻说，“马云、冯仑、俞敏洪、王石、李开
复、潘石屹、张朝阳、李彦宏等明星企业家将颠覆性客串
《我行我素》”。

据悉，唐骏的电影梦可以追溯到 20 年前。1990 年，在
日本完成硕士学位的唐骏赴美攻读博士，并在第二年就
开始创业，先后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美国双鹰公司”、一
家演艺公司“美国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及美国第一移民
事务所。在唐骏的规划当中，希望把这家名字够“吓人”的
公司做成一个“好莱坞娱乐界的航母”，可以“拍电影、做
电视以及培养人才”。
据唐骏所述，在这部暂命名为《我行我素》电影中，他

的角色很复杂，包括出资人、制片、编剧、演员，甚至还兼
“半个导演”。唐骏要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男主角如
何从一无所有的临时工最终成为一家著名跨国公司中国
区总裁的故事。
从故事表面看，似乎正是唐骏的自传。
唐骏还透露，新华都集团老板陈发树的老家安溪祥

华、新华都集团办公室以及北京都会成为电影的取景地。
“我希望所有外企的人一看到，就觉得是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故事。”唐骏说。
然而，这个故事至今没有出现在银幕上，也许，《我行

我素》该更名为《不了了之》。

王永强：重现历史

2011 年 5 月 29 日，我国首部煤矿工人抗日题材电影
《血煤》在运城举行开机仪式，该剧的投资人是民营企业
家王永强。
为这部影片，王永强付出的不只是 1300 多万元的投

资，还包括对于过去那段历史的感动和热情。
王永强是土生土长的山西省运城临猗县人。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他就在盐湖区经营和生产农药，逐渐发
展壮大，成为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永强在运城史料书籍中看到了

关于运城煤矿工人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壮举的记载。王永
强被深深震撼了。
“那时候，山西矿工为保护煤炭资源，反掠夺反迫害

与日寇英勇抗争，这是让每个山西人引以为荣的故事，我
也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正是这样的动力，王永强开
始了寻访原型的历程。王永强不辞辛苦，花了两个月去详
细了解曾经发生在三晋大地上的动人故事。经过不断的
走访，王永强掌握了更多的资料，更坚定了他要把这个真
实故事搬上大银幕的决心。
王永强累计投资 1300 多万元，请来编剧、专家多次到

太原、大同等煤矿考察，用 3 年的时间编写出了这个剧
本。他又多次到太原、北京、上海去寻找导演、演员、办批
文。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2011 年 5 月，《血煤》正式开机

拍摄。据导演杨琳所述，剧本表现的中国矿工为保护煤炭
资源，反掠夺反迫害与日寇英勇抗争的故事，“不仅有很
高的思想性，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1 年 7 月 26 日，《血煤》在平陆县杀青。这部传递
山西煤矿工人精神的影片，目前已更名为《燃烧的石头》，
但至今并未公开上映。

唐成建：父子上阵

2009 年 8 月 18 日，在这个充满吉利味儿的日子里，
一部名叫《大红大紫》的影片在成都举行了开机仪式。
在影视圈，影片开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但是这

部影片却有特别之处，因为这是一部农民企业家创业为
原型的影片，并且由企业家本人亲自出镜、本色出演。
他就是四川的农民企业家唐成建。
开机仪式上，唐成建穿着剧中演出服亮相，他脚穿布

鞋，身着破旧的中山服，扛着一台“蜜蜂”牌旧缝纫机，走
上电影开机仪式发布会。被他一比，特意赶来助阵的四川
知名导演和巴蜀笑星一时间也没了气场。
唐成建自己本就是个电影发烧友，“看多了别人的故

事，也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经历。”因此，他请来了一
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帮忙做影片。
《大红大紫》讲述的是唐成建从农村到城市创业的真

实经历。开机仪式上，唐成建扛着上台的旧缝纫机，不但
是剧中重要道具，也是他创业经历中真实的纪念物。对于
唐成建来说，缝纫机见证了他的创业艰辛。唐成建要将这
回忆拍到电影里去，为此他花费了近百万元投资这部影
片。“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拍电影不是为了炫富，更不是在
玩票。”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中，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唐成建

将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出演，唐成建希望“通过电影拍
摄，让不知生活愁滋味的后代体会到父辈打江山的艰
辛”。
据该片制片人、编剧王长久所述，该片将拍摄三个

月，于 2010 年春节前登陆数字影院，并将通过网络免费
让观众观看。
截至目前，网络上没有搜索到该部影片的相关视频。

王利博制图

他们

时下，投资拍电影的商人不稀奇，但是亲身站到摄影机前，

充当演员或导演的企业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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