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崛起

有目共睹，年轻电影导演的作品时不

时让人耳目一新，部分年轻导演甚至

在黄金档期都能斩获骄人的口碑和票

房。在这股新力量中，几位年轻女导

演的成绩也相当不俗，李芳芳的《无问

西东》、文晏的《嘉年华》、王一淳的《黑

处有什么》等，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

风格，对这个时代有所表达。白雪导

演的处女作《过春天》也是这样一部关

心时代、关心人的作品。

非典型青春片

田壮壮导演说：“导演处女作，就

该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样子”是

什么样子？用白雪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写人的，有好看的动作线，要有力

量的，要很当下”。这个标准其实就是

“现实主义+类型片”，看上去很简单，

要实现并不容易——反面的例证就

是：要么一味写实，缺少类型元素加

持，导致影片界面不友好，不好看；要

么一味娱众，对现实的观照和思考不

够，导致影片根基虚浮，没力量。

白雪的《过春天》当然实现了这个

标准。之所以能实现，既得力于靠谱

的制作团队的全方位支撑，也有赖于

她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掌控力。这种掌

控力来自于：熟悉的生活(6岁就随父

母从西北来到深圳)、专业的训练（电

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扎实的调研（两

年 2 万字采访笔记，大量图片及影像

资料），以及对创作目标和原则的坚持

（“写人的，有好看的动作线，要有力量

的，要很当下”）。

白雪一再在访谈中强调，《过春

天》是剧情片，不是青春片，而且“既不

是强类型片，也不是纯文艺片”。之所

以写了这样一个与青春、成长有关的

故事，只不过碰巧故事的主人公是个

16岁的女孩而已。确如她所言，《过春

天》和近年来影院里大部分青春片不

同的是，这部电影没有回望被美化了

的校园时代，也没有将视点局限于青

春期少男少女们的恩怨情仇，而是试

图以一位身份特殊的16岁少女“作为

切入点，深深地在这个时代切了一刀，

她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

《过春天》的主角佩佩是“跨境学

童”，家和母亲在深圳，学校和父亲在

香港，她则每天往返于深圳和香港之

间。生活在深圳的母亲家里供着佛

像，每天衣着性感地混迹于麻将桌，她

的全部努力基本和寻求“运气”有关

——牌运或者男人；生活在香港的父

亲是工薪阶层，有家室，时不时给佩佩

点零花钱，但估计也是偷偷摸摸，否则

自己也不必那么省吃俭用，老吃公仔

面——整部片子这两个人都没有共同

出现过。16年前的香港和深圳，虽然

地理距离和今天一样，但生活形态却

天差地别，“挣钱在香港、生活在深圳”

一度成为地域性的潮流，所以有了佩

佩们。佩佩们长大了，深圳也长大了，

在复杂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在深圳

和香港之间穿梭的佩佩们到底属于哪

里？白雪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努力

认真地表达它。基于这样的主题和人

物，作为被广泛命名的“青春片”，《过

春天》并不典型。

《过春天》在类型化叙事上，兼具

青春片和犯罪片的形貌，但我怀疑这

两者都不是白雪所追求的，或许是主

题和人物自然衍生的表现形式，只是

“恰好”而已。《过春天》不仅没有刻意

使用这两种影片常见的叙事套路，甚

至一般类型片的闭合结构也没有完全

遵守。具体来说：

作为青春片不够典型：《过春天》

虽然也写少男少女，也有三角恋，但这

种小儿女的情感纠葛并不是重点，他

们各自的处境（深圳与香港社会的各

个切面）及女主佩佩的成长才是；作为

犯罪片不够典型：佩佩接触到以花姐

为首的涉黑团伙，利用“跨境学童”的

身份当“水客”，但对于犯罪的情节和

桥段并不执迷，而是服务于表达主题、

刻画人物这个核心任务；作为一般类

型片不够典型：虽然每个人物都有详

细的小传和秘密，但影片并没有充分

展示每个人的侧面和他们的关系，意

在言外之处较多，结尾没有一一交代

每个人的下落，结局有些开放，比一般

的类型片更具文艺气质。

难得的是，《过春天》在这些不够

典型中能坚定地维持着一种可贵的平

衡，表现形式甚至故事情节都有机地

服务于主题、人物，“人”是一切的核

心。或者，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够典型，

使这部处女作面目清新、言之有物，用

一个青春故事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侧

记。“跨境学童”是很小的一个群体，是

“沉默的少数”，但也是时代的产物。

在时代的巨大丛林里，他们的生命和

故事带着各自的温度，在斑驳的林间

光斑中隐现，要么时光中被看见和书

写，要么时光中被忽略和消失。他们

的生命和故事当然也属于这个时代，

值得用一部好电影去诉说。

为什么耐看

关于《过春天》有很多标签：跨境

学童；深港“双城记”；田壮壮监制；“青

葱计划”扶持；万达影业投资；平遥影

展双奖；海内外各影展入围作品；豆瓣

8.0 高分；华语青春片 2.0……被这些

标签勾起的观影期待，在看第一遍的

时候并没有被充分满足：因为之前对

“单非儿童”、“跨境学童”这些概念不

了解，对影片中佩佩为了和闺蜜去日

本看樱花而一再铤而走险觉得动机不

足；对佩佩和父母、阿Jo、阿豪的关系

有困惑的地方；对深圳、香港两地时而

固定、时而手持的摄影风格没适应过

来，一愣神就错过了重要的细节。

看第二遍的时候被细节和氛围迷

住了——《过春天》真是一部耐看的电

影。被反复赞美的深港两地区分摄影

风格、互绑手机、三次定格、放生鲨鱼、

电子音乐等当然非常好，两位主演的

表演也相当耐看。不过我觉得最重要

的是剧作的扎实：也许影片里有些人

物、细节、情节呈现的形态是极简的，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一叶或者一

枝，但每片叶子、每根枝条都有来处，

背后都是一棵或大或小的树。这份扎

实来自白雪导演和创作团队对目标群

体的精准聚焦、海量调研，以及于坚定

的电影观、审美观。

佩佩的父亲勇哥出现了三次：第

一次是佩佩放学后、回深圳前来找父

亲，可能这是父女见面并且拿零用钱

的惯例，这场戏交代了佩佩父亲的职

业，应该和深港两地的物流有关，也交

代了佩佩和父亲的关系，两个人互相

比较关心，父亲不希望女儿太晚回家，

女儿不希望父亲吃饭太凑合，父亲给

的零钱佩佩还要还回去两张。第二次

和第三次父女之间都没有说话，第二

次是佩佩隔着茶餐厅的玻璃看到勇哥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地人吃饭，勇哥在

那个家庭已当爷爷了。佩佩默默走开

了，勇哥看到她了，但也没有什么表

示。第三次是佩佩和阿豪、阿Jo闹翻

后，少女精神世界里暂避风雨的凉亭，

一下子断掉两根支柱，面临崩坍，佩佩

去父亲那儿寻求安慰。然而我们看到

的画面是，佩佩在埋头吃饭（掩饰悲伤

或者眼泪），勇哥在一边默默抽烟、无

能为力，气氛沉重压抑甚至尴尬——

终于勇哥走出去了，在餐厅的玻璃墙

外继续抽烟，父女隔着玻璃墙各自品

味人生的苦和难。

这三次见面，和佩佩母亲阿兰出

场的几场戏形成了很有意思的互文关

系，像厉害的简笔画一样，不但绘出佩

佩生命的底色、内心的秘密，也勾勒出

时代浪潮的波形。16年前的香港人勇

哥意气风发，虽然只是普通劳动者，但

挣的钱足以在深圳金屋藏娇，和期待

被男人改变命运的、年轻美丽的阿兰

过家家，于是有了佩佩。佩佩在长大，

时代在腾飞，香港和深圳的地位在悄

悄改变，勇哥也老了。勇哥和阿兰是

什么时候结束的，怎么结束的，故事可

能有很多种讲法，但他们露水姻缘的

结局是基本注定的：浪子回头的勇哥

回归家庭，去做努力供大房子的丈夫、

父亲、爷爷，愈挫愈勇、咬牙前进的阿

兰继续晃荡，寻找下一个可能改变她

们母女命运的男人。就算不靠谱，阿

兰的人生规划都是关于佩佩的，而在

勇哥的人生格局里，佩佩几乎不存在，

买大房子、搞家庭聚会都不可能考虑

她，她只与勇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零

花钱，以及在办公场所的偶尔一见有

关。所以，阿兰和深圳一样，对佩佩来

说似远实近，看不顺眼但是相依为命；

而勇哥和香港一样，对佩佩来说似近

实远，温和可亲但休戚并不相关。

母亲的不着调，父亲的无能为力，

都是佩佩心底的痛，香港和深圳两地

的往来折腾强化了这种无所归依的漂

泊感——所以更需要亲密关系和存

在感。唯一的闺蜜阿Jo活泼可爱，但

在和佩佩的关系中有点居高临下，佩

佩处在被动和服从的地位上，非常珍

惜和阿 Jo 的友谊（几乎是唯一的友

谊），为了攒钱买机票先是给同学贴

手机膜挣钱（从深圳带到香港），后来

又冒险当手机水客（从香港带到深

圳）。去日本泡温泉、看雪、看樱花不

只是一个美丽的念想，也是维系她和

阿 Jo 友谊的重要纽带。阿 Jo 对佩佩

的生存境况应该是了解的，对佩佩攒

钱的难度估计也有所知，否则就不会

在佩佩买到机票后感到惊讶了。但她

仍然拉着佩佩准备这场力不从心的旅

行，作为闺蜜似乎也没有那么贴心（可

能她有她需要的存在感吧，既然她也

有自己的苦衷）。

虽然主人公是佩佩，但是《过春天》

并没有赋予她唯我独尊的主角光环，对

其他人也尽量给予了尽量客观、全面的

呈现：阿Jo家庭优越，但没有到随心所

欲的程度；阿豪怀揣出人头地的渴望，

但每天还是得在大排档煮面、端饮料；

妈妈阿兰等着男人拯救，却被男人骗；

爸爸勇哥曾经风流过，如今已然打算安

度余生了；花姐时而笑容满面时而杀伐

决断，“大姐大”杀气腾腾的面目下，也

许是曾经跑偏了的“佩佩”。

佩佩走上了“水客”之路，就进入

了低配版的江湖，离真正的江湖一步

之遥。也因为启动了当“水客”这条故

事线，《过春天》有了比较粗壮的动作

线。在这条线上，佩佩和阿豪越走越

近，惺惺相惜；和阿Jo渐行渐远，因为

她们之间横亘着不止一个秘密；和两

岸的水客们渐渐熟络，在花姐那里获

得了小小的江湖地位，成为“佩佩姐”，

就算钱已经攒够了，被水哥好心劝止

也不愿意停下来。虚幻的存在感对这

个16岁的女孩来说很珍贵，江湖世界

温情脉脉的幻觉让她欲罢不能，直到

她被花姐一巴掌打醒。

终于，佩佩放生了鲨鱼——硬核

女孩放下动物凶猛，接受了成长的孤

独，对生活和他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生活和心灵上都经历过“过春天”的

佩佩，带着妈妈上了飞蛾山，打开了妈

妈的视界，让妈妈发出“这就是香港

啊”的感叹，在母女关系中有了更积极

的、主导的作用。片尾，佩佩的妈妈阿

兰更像一个妈妈了，经过半生流离和

变故，她也迟迟地开始“过春天”。《过

春天》的英文名是“The crossing”,不论

中文名还是英文名，不仅意味着一次

顺利过关，对佩佩、影片中的人物们乃

至我们来说，更是在一次次自我超越

和成长中，获得看世界的新视角，默默

告诉自己“这就是人生啊”。

一部电影如果能让观众对人物和

主题产生认同和代入感，大概也算一

种耐看吧。

白雪导演在《过春天》映前的创作

谈《我和我的过春天》中说：“因为拍完

这部电影，当我再一次踏上深圳和香

港的时候，我的感受开始起了变化，我

似乎在用我的身心在拥抱这个世界，

而我内心，充满了对未来，对电影，对

生活的无限憧憬。有人说，这部电影

正在打破着-些边界，也许是真的，它

正在打破着我个人生命的一些边界。

我知道我迎来了，我和我的电影，最好

的时机。”

《过春天》作为处女作，是白雪导

演在个人创作上一次漂亮的“过春

天”。虽然因为现实拍摄条件，影响了

海关和水下的戏的视觉冲击力，但“现

实主义+类型片”的创作方向没有偏

移，“写人的，有好看的动作线，要有力

量的，要很当下”的创作原则得到了坚

定的贯彻，期待白雪导演在这个可贵

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也祝愿年轻导演们在创作上不断

超越自己，在艺术上一次次“过春天”，

在时代的恢弘版图中不断发现新的艺

术疆域，找到并且拍出只属于自己的

故事和人物，美且有力——这就是好

电影啊。

（作者为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

划中心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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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小儿女，各自“过春天”
——浅议非典型青春片《过春天》

所谓品读原本不是电影欣赏采用

的词语，移用来看待王小帅的《地久天

长》却似乎暗合：影片恍如生活原生态

却又安如泰山的表现，暗伏在人心深

处的悲戚而不动声色的艺术表现，的

确值得细细感悟。

《地久天长》非同寻常却又现实如

常，如何做到？一部电影从开始到收

尾，都那样沉稳延展而丝丝入扣，让镜

头中的人们欲奔突而出却抑制乖张的

表现，该有如何大的定力？影片以难

以言说的痛楚呈现，不假嚣张的激愤，

也没有挑逗现实冲突，是王小帅沉稳

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现

实故事。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家庭悲

欢离合，钝痛钻入骨髓痛彻心扉。显

然，《地久天长》并非故意设置了一个

极端压抑的环境，让在几十年间，刘耀

军、王丽云和沈英明、李海燕这两家人

都一直陷入在对彼此、对自己的心灵

压抑的痛苦之中几乎难以自拔。其实

是超越了激愤和无助的认识，探入人

心深处来对于历史处境和人的遭际的

高端把握，无法彻底排遣的巨大痛楚

反而成为貌似波澜不惊的深潭，不敢

触动却暗流涌现。这一定是有其道理

的，因为在从知青返城的工厂生活，到

遭遇一系列家庭厄运的那样一个年代

里，许多东西只是在日常之际遭遇，在

压抑之中滋长，在无法抵抗之中而对

家庭对生活形成了无法弥补的危害。

但是创作者并没有一句激越的语言和

极端方式去强化暴露，而是沉入在这

两家人他们自身和每个成员之间都无

法言说境地，而控制和压抑自己的心

灵苦楚中沉吟。似乎整个故事充满了

阴暗、暗淡、压抑和难以言说的痛苦如

芒刺痛灵魂，但支撑着故事的却有足

够强大的人心善念在弥补。要承认

《地久天长》的确是一部独特的不显山

露水，却充满了钝痛感的出色之作。

竟然不是去激发矛盾而是拢括了几十

年间两家人之间纠葛不休，却更为强

制体谅他人而将自己推入无法解脱的

心理搏斗中境地，充满极大张力的故

事，造就了含而不露的触及历史变化，

却实际上是人心历史的一种逼真写

照。

统观王小帅创作各有不同出色的

作品，但这一次却格外把持着一种把

握大历史而细心安抚着小人物的独特

分寸。正因为处置从上山下乡到工厂

劳作、改革开放流行音乐触动着跃动

爱美的心、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操持

的严格、南下开拓深圳和东部港湾的

个体创业的发展，都影影绰绰地触及

却模模糊糊适可而止，和家庭生离死

别的清晰命运遭际造就呈现纠缠在一

起，让你感觉到一种独特的时代不可

思议的悲剧。正是这样触手可及鲜活

残酷但含蓄的呈现，而影响着命运的

走向的味道，才是沉淀了的思考的结

果。没有了犀利的撞击才是人所走过

的道路真实，身边的切肤之痛其实关

切着历史，却未必是芸芸众生冲撞历

史而是历史氛围导引着生命的起伏。

我们从一种感觉入手，就很容易看清

影片一种大气而独到的呈现。影片在

时空的交织之中，着力要营造一种历

史荒诞因素浑融其间（比如逼迫丽云

堕胎），人们伴随着生活演变却不由之

主的被命运所播弄。然而小民的生活

感知总是自己的点点滴滴而不是去被

赋予微言大义，真实的生态中儿女情

长和一粒花生米、父子的强制对峙、母

性含蕴而悲切的叹息等等，才是鲜活

的生活状态。夸张一点说，中国电影

的成熟一代创作已经需要进入安详的

表达而掂量内涵张力深浅的时代，任

何表现雅俗不在于虚张声势和挑逗历

史社会，而是从身边的甘苦和融入来

消长自身的恩怨。王小帅已经做到了

聚焦极度的生死遭遇落脚于家庭悲

欢，却无力的自我消解而不能弥散，由

此所带来的沉重和浓郁的生活叹息，

然而顽强地去承受苦痛的相互慰藉的

本能选择，造就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家庭命运牵连着时代政策演

变，和人心服从却不忍的悲剧性故事。

模糊不是原意，却是小民经受着

命运捶打和感知着生活自身的真切感

觉，但我们依然要说，这就是审美的暗

中埋伏的铺垫。不能不思考时空转换

的意味：将某种习惯的直线逻辑有意

变成了含混而思考来由的比照，你也

许会模棱两可的感觉却需要恍然而悟

的突破。主人公刘耀军的孩子刘星到

底是在什么时候死去的，如何死的？

意外怀孕的第二个孩子是在什么时候

的事，是刘星已经夭折还是健在之时

的违规被强制堕胎？养子刘星是父母

逃避港湾时期如何而来的模糊不清，

即便是后来知晓他叫周永福，但更加

蹊跷其来去无踪的模糊不清。刘耀军

王丽云怎么到了南方的渔港，似乎清

晰也其实似乎没做交代，我们后来隐

约知晓他们告别老家20余年，但如何

落脚如何安详地修补渔网、开店度日

却欲知而不晓。其实包括他们生活在

北方的某个寒冷的城市，到底是哪里

却含混不清。沈茉莉执意要生下孩

子，生了没有一直到美国也牵挂着到

最后我们也并不清楚，等等。影片总

是在转换时空中造就着人生无常却依

然有序的认识，构筑了这样一个时常

生活重现的真切意外却让你看到跨越

常态的复杂性，包括刘耀军疯狂地抱

着王丽云奔往医院抢救，却转换时空

成了海燕危在旦夕的时刻，很容易让

我们模糊地以为是要讲东，却其实跳

到了西这样的无常。究其实质除了生

活无常、人生难免意外，还有着点化历

史却消淡直击的严酷性，显然注目于

人的命运都模糊难以抓取，却凸显了

无力改变命运主宰自己处境的模糊

性。其实在那样的年代，人不仅主宰

不了自己，无力抗争自己的生育权利

不得不随波逐流，这就成为整个电影

朦胧的背景而让人惆怅满怀却无法挣

脱。重要的是回归到人生常态却并没

有犬儒主义，也决不去激愤抨击而归

罪他人，暗示着这正是许许多多的过

往常人的生活逻辑，更显示了表现生

活的创作沉稳机智的所在。当然，由

此电影就形成了一种收敛而不外露，

促使人们去胆战心惊地等待期盼，或

者设身处地地去联想关于自己的经

历、在时代命运之中曾经经历过或者

是承担过的那些痛苦。艺术的某种

“雅致”并非坏事，却反而具有了内在

的含蕴无穷的张力。

如果说模糊的衬托是为了艺术审

美暗中铺垫，其实也可以说是因为生

活原本这样难以辨认的是何来，还是

为了内在里展示闪光的魅力。确切说

这是一部沉入于人物内心，沉入于时

代，而自觉排斥了主观激愤去刺激而

表现那种激动人心的挑战现实的出

格，反而实现了深入骨髓的痛楚的感

知。影片展开的 3 小时不觉其长，却

深深的钝痛隐含在其间，让你时有艰

于呼吸而难以言说、期待爆发却得到

意外的结果的效果。我们用浸入骨髓

的疼痛来形容，是因为王小帅没有剑

走偏锋，其同样厚重地表现了迷漫在

灵魂中的善良的把握，来支撑这两家

的悲剧故事的内涵。当影片将这种钝

痛的常人性做了艺术的聚焦和无处不

在而产生了必须弥补何以解脱难题。

从刘家失去了独子的家庭撕心裂肺的

钝痛却未可解脱开始，到被迫承受最

熟悉的朋友海燕强制劫持丽云上车去

做堕胎手术而惨遭不幸，再到同样是

叫刘星的养子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与

养父刘耀军身手搏击的对立的可怕，

以至于离家出走带来再一次的父母的

钝痛，以及刘耀军在和自己的徒弟茉

莉的情感隐约节制性闪烁表现，而忽

然有可能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的那种辗

转反侧的痛苦表现段落，以及经年累

月刘耀军王丽云夫妻之间是为了彼此

而活着的那种隐忍痛苦等等，堆积着

不断加厚的钝痛感。

但必须看到王小帅的出色在于新

的处理方式：钝痛叠加让人充满了压

抑难于呼吸的一种境况，但显然影片

内敛的坚定和下层百姓的生存原则的

忍耐，并没有让这种痛苦成为一种尖

锐的爆发，更不是去促使观众产生强

烈的仇恨，反而是沉入坚韧的自我承

受的心灵本分的克制与消解。设置了

许多人物行为方式的细枝末节的容忍

和自律的自我消解，让灵魂颤动的痛

激荡弥漫而并不迁就于他人的方式，

来表现最普通的人和家庭之间那些细

微的动人的东西。比如，养子刘星离

开时候默默无言地对父亲跪下的那一

刻，非同凡响的出色把控意味深长；高

美玉在监狱之中对囚犯恋人张新建直

露逼问的后面，真爱的难以言表的情

深；刘家和沈家夫妻彼此之间相互默

契绝不伤害的情感；沈英明李海燕为

浩浩造下的孽缘一辈子无法解脱的痛

悔不已的痛苦表现；特别是在知道真

相之后沈英明拿着一把菜刀让刘耀军

砍死浩浩一命抵一命的那个瞬间的真

实性表现；成年沈浩向刘星父母坦诚

20年前的真相时，他们呆滞地听着的

翻江倒海的痛楚后压制着内心安慰浩

浩：说出来就好等等的场景；茉莉竟然

哀怜师父失孤而愿意为他们生一个孩

子而离去的离奇却合情的动人性等，

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电影中触及

巨大悲痛的百姓处理哀伤的稀罕却真

实的表现。即便痛入骨髓但却善心的

灵魂未变，自我承受的灵魂哭泣聚焦

在夫妻上坟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场面，

他们无言而压抑却不时难以遮掩的呜

咽而抑制极端动人性，把影片揪动灵

魂含蕴无穷的高超艺术格调表现得淋

漓尽致。王小帅依然沿着入心锥而不

舍善良的人性的逻辑，在收尾做了曲

终奏雅的动人处理：两家回归亲情中，

出走的养子刘星女友归来的一个电

话，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人世间善良

的人性理当获得一个安详的舒展结

局。也许按照有人说《地久天长》是他

们子嗣后代的地久天长，但其实是生

命生生不息的地久天长，更是人性善

意的地久天长的证明！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钝痛令人窒息，暗处弥生善意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价值品读

周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