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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装盛着人生，电影记录了时

代。

用票房去衡量电影的价值观是

荒谬的，因为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故

事和票根，它更是一个记录者和观察

家。

时光不再，故影犹存。光影中的

人与事，不仅展现了变革年代的经

济图景，也描绘了大时代下的人生

百态。胶片中“柴米油盐”的时光流

转，更能清晰再现变革岁月里的人

生真章。

看电影，也是看一段人世沧桑。

改革成为
中国电影的“外景地”

自 1978 年开端的改革开放，是
一段边走边唱的中国岁月。

最初的前卫已经落伍，曾经的先

锋成为常态，现在的新潮不久也将变

成怀旧……在改革的年代里，一代代

中国人走过他们的热血青春和奋斗

中年。通过胶片的记忆，那些变革岁

月中曾经的激情和唏嘘，时隔多年后

依然能够鲜活于眼前。

以 1979年为背景的影片《血，总
是热的》，仍然会令现在的观众热血

沸腾。这部 1983年上映的电影，讲述
了在中国经济体制急需变革的 1979
年，新任江南市凤凰印染厂厂长罗心

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坚定不移推

进改革，终于带领企业开创出新局

面。

该片上映后轰动一时，援引当时

的评论说，影片“尖锐地揭露了当前

经济建设进程中,经济体制方面、党的
作风和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种种

弊端，给人以振聋发聩的感受”———

这正是变革的力量。在这部影片里，

主人公罗心刚被塑造成一位“改革

家”———这也正是那个年代对于勇立

潮头的经济先锋们的称谓。

改革是上世纪 80 年代国产电
影中无可争议的最红主题，改革家

则是影片中的无可撼动的领衔人

物。

同样在 80年代红遍全国的影片
还有《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影片气

势磅礴、人物鲜明，给观众以巨大震

撼。该片讲述的是国家钢铁骨干企业

华江钢铁公司的改革故事，展现了我

国钢铁工业勇于奉献的改革者形象。

华江钢铁公司原型其实是四川省攀

枝花钢铁公司，影片中华钢从濒临破

产到最终扭亏为盈的故事，正是攀钢

所经历的真实变革。

及至 90年代，改革者的意义又
有多样表现。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

中国南方成为电影里中国经济变革

故事的主要“外景地”。《特区打工

妹》、《南中国 1994》等影片，以中国改
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为背景，通过

白领和打工妹的故事表现了当时“中

国制造”的崛起。

进入 2000 年，中国经济的潮头
人物向世界迈步。2002年的电影《首
席执行官》让 CEO这个名称为更多中
国人所熟悉。CEO 不单单是一个时髦
的称谓，这三个字母里所包含的时代

寓意到今天都掷地有声。

这部以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

瑞敏为创作原型的影片，讲述了一

位中国企业家如何带领一家集体

小厂变革求生，并在新时代里向振

兴民族工业的强国梦迈进。电影中

记载了那个经济变革的年代里一

个企业和一群人的奋斗，而张瑞敏

的故事不止属于海尔，也属于整个

中国。

大时代的小故事

胶片里的光影故事，充满了人气

和人情味儿。时代变革改变的不仅是

一景一物，还有人的生活和思想。

经济变革背景下人们的矛盾与

冲突、梦想与奋斗，成为许多电影表

现的主题。

中国观众能从《夕照街》里看到

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胡同里最初的
商业气息。美国观众亦可以在 1985
年的老电影《可口可乐小子》中找到

他们所熟悉的“美国梦”的脉络。《特

区打工妹》是如今所有离乡打拼的

漂泊青年的“始祖”，而《社交网络》

中马克·扎克伯格的个人成功亦展

现了互联网时代重大变革的真实过

程。

1985 年至 1991 年，陈佩斯主演
的多部喜剧电影诙谐地展现了特定

年代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从《父与

子》、《二子开店》，从《父子老爷车》

到《爷俩开歌厅》，陈佩斯扮演的主

人公二子，代表了当时在经济改革

浪潮中打拼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

些影片中，今天的观众可以在画面

中惊喜地发现属于那个年代的景物

印记，在剧情中感悟当时中国人的

心路历程。社会的大变革，在“二子”

们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中体现得更为

真切而细微。

随着改革的进程，进城务工的

农民出现在了电影中，这是改革开

放以前中国银幕上从未出现过的新

形象。《特区打工妹》、《美丽新世界》

等影片都展现了改革大潮下这一庞

大人群，他们在为城市创造价值的

同时，也实现着自

己的人生梦想。

相对于以大张大合的主题表现

改革，电影中对普通人的人生变迁

更显得绘声绘色。春节是中国人生

活中的重要场景。以此为背景的影

片，如《我的兄弟姐妹》、《过年》、《甲

方乙方》等，围绕着过年这一特定民

俗，表现中国人在变革年代中的人

生起伏和际遇沉浮，同时亦展现了

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更迭。

2012 年上映的《夺命金》则是一
幅金融危机下香港人的白描。在获

得多个电影奖项和代表香港地区冲

击奥斯卡后，《夺命金》已经成为一

部“夺奖片”，但在导演杜琪峰看来，

这是一部要“夺思想”的影片，因为

他希望通过影片人们可以反思如今

的时代。

“这 30 年来，香港成为了一个
‘金钱中心’，‘香港何去何从？香港

人怎样生存’就是《夺命金》要大家

反思的问题。”杜琪峰说。

《夺命金》中的三个主角都困于

金钱，最后都各自“脱困”，从突如其

来的金融危机变局中化险为夷。在

挣扎和煎熬甚至血腥的剧情里，金

钱最终没有夺走他们的命———但这

并不表示没有下一次。

大时代的小故事永远意味深

长，普通人的平凡事更能展现时代

的锐利刀锋。在变革大潮中，作为个

体的人往往很渺小，但却如此重要，

因为变革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一个

时代、一个行业和一个国家，归根结

底是改变了人

的命运。

纪念日

1973年 12月 7 日，震撼世界的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此次石油危机

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引

发世界经济的剧烈震荡。

1973 年 10 月，中东爆发第四次
战争，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

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 12
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原油

价格从每桶 3.011 美元提高到 10.651
美元，使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多，从而

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

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

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

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

降了 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

增长都明显放慢。

石油危机使西欧及日本依靠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成果建立的信心

受到重挫，也冲击了美国人心目中资

源用之不尽的信念，并使欧洲与日本

在外交政策上一度与美国相左。此外，

由于各工业国家发现，石油危机会导

致经济成长受阻、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且外交政策不能发挥，各国也在石油

危机后纷纷发展石油产业以减少对进

口石油依赖为宗旨的能源政策，开启

增加替代燃料、找寻分散油源及进行

节约能源的能源措施。

石油危机实质上是一个国际战略

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自

然资源问题。国家应从国家安全的战略

高度重视石油危机应对机制的建设，未

雨绸缪，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12月 4日—12月 10日）

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爆发
南林

一周史记

1973年 12月 7日

江湖

强生公司近日宣布，已任命首席执行官阿历克斯-戈尔斯
基为董事长，自 12月 28日起生效，接替现任董事长威廉-韦
尔登，后者将于明年一季度退休。戈尔斯基是今年 4月 26日
接替韦尔登出任强生 CEO 的，在此之前是该公司副董事长，
负责医疗设备业务。

兼任

强生首席执行官将兼任董事长

中国平安集团近日宣布，对平安资产管理高管进行调整，

任命平安资产管理原总经理万放出任平安资产管理董事长，

平安资产管理原副总经理黄勇出任平安资产管理总经理；平

安资产管理原董事长陈德贤升任平安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官，

将不再兼任平安资产管理董事长。

换人

平安管理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换人

本报记者 汪静赫

今年是保洁公司“创新 175 周年”，保洁公司宣布将在全
球裁减 2%至 4%近 8000名的非制造业部门员工，并称或将回
购公司股票金额达到 60亿美元。宝洁公司称，裁员计划和股
票回购计划是改善企业结构和削减成本计划的一部分。

裁员

宝洁今年裁员近 8000人

光影中的人与事，不仅展现了变革年代的经济图景，也描绘了大时代下的人生百态。

胶片中“柴米油盐”的时光流转更能清晰再现变革岁月里的人生真章。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证监会原发

行监管部副主任杨小松担任南方基金督察长，而原督察长秦

长奎则转任副总经理一职。此前，市场曾广泛流传掌舵南方基

金 13年的高良玉即将辞去总经理一职，而接棒继任者为杨小
松的消息，但截至目前，高良玉仍为南方基金总经理。

担任

证监会原官员杨小松任南方督察长

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集团近日宣布，其董

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张志熔已辞职，其职位将由现任执行

董事兼行政总裁陈强接任，即刻生效。今年以来，由于卷入海

外内幕交易案以及爽约对全柴动力的收购等一系列事件，熔

盛重工深陷信誉危机，公司股价一度大幅跳水。

辞职

熔盛重工主席张志熔辞职

【《电影与经济》之变革篇】

12月 4日：
2008年 12月 4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开幕。

2009年 12月 4日，BTCHINA 被封，奏响了中国 P2P事业的
丧钟。

12月 6日：
1979年 12月 6日，邓小平谈“小康”。

12月 7日：
1926年 12月 7日，第一台电冰箱受美国专利保护。
1957年 12月 7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1973年 12月 7日，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爆发。

12月 8日：
1886年 12月 8日，美国劳工联盟在俄亥俄州哥伦布成立。
1985年 12月 8日，南亚国家区域联盟成立。

12月 9日：
1997年 12月 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12月 10日：
1993年 12月 10日，工商银行在日首发债券成功。
1993年 12月 10日，中国第一个与体委脱钩、由企业自主管

理的足球俱乐部———上海市申花足球俱乐部诞生，标志着中国

足球运动开始迈向职业化。

据报道，瑞士信贷将在英国裁减约 100个投行岗位，作为
推进一项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到 2015年年底前节
支 40亿瑞士法郎(40.9亿美元 )。据报道，此次裁员将于未来 90
天实施，主要会影响股票、固定收益和咨询业务。瑞信对此拒

绝置评。

瑞信拟在英国投行部门裁员 100人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任命加拿大央行行长卡尼为英国央

行新行长，接替将于明年 7月退休的金恩，从而结束了围绕央
行新行长人选问题持续了数月之久的猜测。卡尼也是全球金

融稳定委员会的主席，在全球政策制定者当中享有很高的声

誉。这是英国首次任命非本国国籍者为央行行长。

卡尼被任命为英国央行新行长

日前景顺长城发布一则高管离职的公告称，副总经理刘

颂因个人原因离任。据了解，景顺长城基金将召开董事会，刘

颂认为他的个人能力可以胜任总经理一职，因此提前将他的

想法告知股东方 ，希望得到支持。不过，股东方并未同意，最终

结果是刘颂只能另谋高就。

离职

景顺长城原副总被迫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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