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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电影工业的
视野与灵魂

关于《地久天长》的话语纠纷
■文/ 王小鲁
以前我时常开玩笑，说从电影气质

泄露出来的一角，
《地久天长》则有不同

本基础上删减了，但我们只能评价目

误造成的悲剧。我认为，电影最后每个

上来看，娄烨是青春期少年，王小帅是

的创作方法。据说有一天，王小帅听到

前所呈现的一切。整体来说，我觉得

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安心与救赎，有的人

平稳的中年人，如果说娄烨在夜店里，

二胎政策，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意味着国

这是特别中国味儿的电影，从价值观、

通过坦承，有的人通过病逝，但体制性

在世界视野上考察我们的基

王小帅则在茶楼上。早年王小帅当然

人生活结构的改变。王小帅提供了故

历史经验表达到与观众交流的方式，

质力量要自己救赎自己，平民无法代替

本人性教育和基本礼仪熏陶，应该

也曾前卫过，如果拍流浪艺术家算前卫

事框架，由编剧阿美着手发展。剧本原

不止一个人说过这个电影让他想起了

完成。最后大团圆结局可以被看做是

世界环境尤其是世界电影工业的突

承认内地与海外有很大差距。什

的话。我也曾抱怨王小帅电影在视觉

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但在拍摄前，王小

飞猛进，大湾区的电影产业如何启

么差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

方面缺乏另类进取，有中庸的气息，你

帅重新安排了故事顺序，搭建了一个新

航仍旧是摆在全体电影从业人员面

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但是我们

若听他的访谈，会发现他很少尖锐的用

的时空结构。

前非常严肃的拷问。

的社会意识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社

词。
“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最重要的是生

这是从理念入手来寻找生活的素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吗？我们的

活”。他的电影喜欢拍刷牙、切菜，
《地

材。电影设计了一对亲密的家庭，沈英

其悲欢离合起伏跌宕，叙事中有很多

在这个特殊时代设定一个绝对标

岭南电影文化，但是今天中华民族

人民已经有了共产主义觉悟了

久天长》里主角不停吃馒头，这作为一

明妻子海燕从普通工人升任为副主任，

巧合，片子中的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

准有意义么？我们也不能要求它是一

的伟大复兴有更大的眼光，而它本

吗？正因为今天不应该动辄上纲

个象征性存在，将王小帅式的世俗化又

负责计划生育，将好友刘耀军妻子丽云

日生。有人认为这像一部比较精良的

部完整评价某一政策的电影。虽然电

来也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这就是

上线，上到这么高的意识形态高度

发挥到了极致。

腹中的二胎给强行流产了，在特殊的时

电视剧，我不认为这个评价有什么大

影其实删掉了几场戏和几个场景，包括

整个社会文明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

来议论这样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

所以一个 90 后影评人跟我说，我

代里，两家的关系并未受很大影响，但

问题，但觉得对于电影的理解可以更

丽云被授予计划生育先进模范的一场

宁愿放低一些，低到什么程度？我

觉得王小帅电影没什么作者性。但我

后来海燕儿子浩浩带丽云儿子刘星玩

为宽泛。

戏，还有茉莉和嫂子的争论，以及大街

们就来谈谈基本人性。

告诉他，且不论其作品好坏，你喜欢与

的过程中，无意中导致刘星溺亡。耀军

电影还有几点争论，一个是片中

上的毛泽东塑像……但电影在这个方
面的意义表达仍然是清楚的。我们看

■ 文/赵 军
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产业正在
开始新的启航，尽管它有坚实的基
础和悠久的历史，但是面对今天的

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渴望复兴

化都重新站上了世界的前列。世界
从来没有静止过，今天的世界也早

上没有共同之处，何谈共同体？

《一江春水向东流》。

风格，也可以看做导演对于商业放映的

我认为这部电影在风格上有一种

妥协，还可以看做创作者对于人性的信

回归感，似乎回到了过去家庭情节剧

心，但它并没有弥合它没有能力弥合的

的旧传统，其中的戏剧性是中国式的，

东西。

已不是昨天的世界，尤其是在捍卫

什么是基本人性？举一个近期

否，他的电影里有不易被觉察的坚实的

夫妇成了失独家庭，在昏暗的早晨离开

的人物多是单一表情贯穿到底，这一

人类的价值观上，在科技飞快的迭

上映的影片为例，
《绿皮书》。这部

作者性。王小帅看起来随和，但其人和

内蒙来到了南方——逃离某地是笔者

点我以前和导演讨论过，这是导演对

到丽云被强制流产后，被动接受了一个

代进步上，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

影片讲述的便是基本人性。角度是

其作品，内在有坚定的品质一以贯之。

多年前总结出来的王小帅电影母体之

于人性的理解，是对于特殊国情下中

“计划生育先进”荣誉，但当工厂下达下

重建上，世界与人类都早已有了更

白人和黑人的问题，只是编导用了

一，然后，故事主线是两家几十年来面

国面孔的把握，所以不能算做缺陷，而

岗工人指标的时候，王丽云因为是先

对这个局面的过程。

是导演的自觉。更大的争论来自于这

进，所以被宣布第一批下岗，那一刻，我

部电影的结尾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历史

们看到泪水从王丽云的眼睛里无声地

态度。

流了出来。

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话题。

一个非常电影的架构，出人意料的

《地久天长》叙事形式上有大的改变，但
某些内在的东西一如既往。

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包括电影

架构，这正是电影的特点：处处出人

这个电影的时空结构比以前复杂

片长达 3 个小时，电影故事从 80 年

的建设不仅与世界当代现实还有着

意料。
《绿皮书》写了一个高贵的白

多了，我了解到，这个结构不是来自于

代延续到 2010 年前后。王小帅以前多

很大的距离，
而且远非以为中国在文

人和一个底层的黑人，就不算出人

剪辑，而是来自于导演的拍摄台本，可

是截取生活的一个段落，没有这么漫长

化文明上已经与经济体量一样，
充满

意料，它偏偏写了一个高贵的黑人

见这次他的创作思路改变很大。影片

的铺陈。这个长时段叙事带来了史诗

耀军夫妇从南方回到北方，他们最后

重要象征，这种管理思路规定了当时人

其第二位的荣光。我们在产业的工

和一个底层的白人。这就是电影的

也超越了导演以往使用社会经验的方

性，其中呈现的社会主义景观——集体

温暖地和解了。海燕一生处于内疚

们的基本生活形态。它所结构的被动
式生存今天我们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候

海燕临终前想见耀军夫妇一面，

计划生育是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

式，它超越了王小帅“三线经验”表达，

主义筒子楼、四化建设和计划生育招贴

中，最后得了脑瘤，她神志不清时对海

然后就是解决如何互相尊重的

这种表达比起贾樟柯的县城经验、娄烨

画、工人俱乐部的舞会……时代变迁的

燕说：
“ 现在我们有钱了，可以生了！”

的个人主体性被抽空了。王小帅包括

岭南价值是什么？岭南价值不

问题，其中精彩的细节也是出人意

的都市经验，它能引起共鸣的人群太小

风景历历在目。而这曾经是贾樟柯在

这句话在影评人那里产生了特别多的

“第六代”在 80 年代末期开始的创作，

等于就是传统人文，岭南价值还要

料，但却比比皆是。我想大家都会

了，
这一点一直让王小帅吃亏不少。

西方电影节取胜的法宝，这曾被人解读

歧义。而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浩浩也

就是从那种生活模式的断裂开始的，独

为后殖民视角，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鼓起勇气，告诉了耀军夫妇当年他不

立电影、个人电影就是从反对这种生活

业化、人类价值、全球视野等等方面
很多话题都没有中国声音发出。

“戏核”。

求我们放眼世界。在国际视野方

记得谢力博士教白人司机给妻子写

当王小帅使用别的的编剧加入创

面，两百年来中国的岭南在四大方

信的情节甚至细节。你们记得这就

作，它所呈现的社会历史逐渐超越了导

《地久天长》片子体量大、戏足，情

小心将刘星推到水中淹死的事实。耀

模式开始了其漫长的革命之路。王小

面走在全国前面，第一就是睁开眼

够了，说明这样的细节十分人性，而

演的自传，从《闯入者》就可以见到端

感力量十分磅礴，看完后我感觉这个

军夫妇原谅了他，而且心疼地说：说出

帅的创作起点是《冬春的日子》，多年之

睛看世界。第二便是迈开双腿向世

且是基本人性。基本人性就是三尊

倪，导演开始进入能被人更加广泛认识

电影可能会有两极评价。具有女性主

来就好了。

后，这部《地久天长》从外在形态上看与

重：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别人的情

的历史纵深。我认为他突破了过去对

义敏感的人可能会找到很多 BUG 来

电影结局显示的圆满幸福，让一

它相去甚远，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

界。第四是岭南今日的发展依凭全

感，尊重别人的人格。基本人性就

于作者电影、
“个人电影”
的理解框架。

批评，尤其英明的妹妹茉莉要给耀军

些观众解读为缺乏反抗的力量，而电影

看，它其实又回到了起点，它再次演绎

世界。

是三热爱：热爱家人，热爱弱者，热

在他从前的电影里，时代是顺便被

生孩子的情节，我知道这条线在原剧

呈现的温暖感动也是在弥合体制性错

了导演心灵中持久回响的主题。

界。第三还是把中国文明送到全世

第一岭南是中国最先认识世界

爱同胞。把这些在我们的电影中写

的地区，从十三行到林则徐，不言而

好，就是全人类工业化的电影的共

喻。第二是两百年前广东数十万华

同语言到位。

工远涉重洋遍布全世界发达国家，

早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常常拍的

尤其是主力建造美国东西横跨的大

是古装，而人家的电影已经很未来，

铁路。第三是全世界唐人街出自广

什么《星际迷航》之类。现在我们可

东华侨之手，我曾经多次呼吁在珠

以拍出《流浪地球》了，而人家却返

江两岸创建万国码头公园，复制广

璞归真创作出了一部《绿皮书》，几

东人祖先曾经踏足过的全世界两百

乎没有科技内容。这说明拍什么题

年前的一个个血汗码头，今天的它

材不重要，重要的是拍得出基本人

们可以变成近代史的博物馆和观光

性来，这才是电影的灵魂。也正因

公园。广东华侨带去了中国文化文

为这样我们需要更高的国际视野，

明，尤其是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最早

看到自己的威风也看到世界的高

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度，看到自己的市场更看到国际的

《过春天》无疑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清新

兴。第四，今天整个岭南还是全世

视野，看到自己的宣传也要看到人

界最得以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地

类的共同价值。

《过春天》：一场青春期的虚妄历险
■文/叶泽华
当我们对于华语青春片的标签定

可是，JO 没有错，因为她说的一切

么钱呢？母亲不过是个天真又无知的

关口，但是她无法自由地进出这个灰色

都没有那一句“但是你不能骗我”来得

女人——连钱财也被自己的情人敛去

产业。裹挟秘密之人的处处掣肘，与在

撕心裂肺。从影片之前的只言片语中，

了。等到女儿生了变故，取保候审时，

关口一次又一次的全身而退形成了巧

之流。主人公佩佩是一名十六岁的“单

可以了解到 JO 的家庭比佩佩富裕，但

家中搓麻将时那扰人的嬉笑怒骂声依

妙的对比。

非仔”——所谓跨境学童——白天在香

是父亲却独宠弟弟一人。而 JO 没有反

旧没有散去。只不过，在影片的末尾，

格于“劈腿”、
“ 怀孕”、
“ 堕胎”等等时，

区，而且以南科大为代表，带着世界

粤港澳大湾区是改革开放之

港上学，晚上居于深圳家中。也许是无

抗的权利，唯一拥有的信任的就是佩

女儿带着母亲一起登上了曾与阿豪来

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回到中国

区，是中国站在世界面前最宽广的

可避免的，这种背景下一种模糊的身份

佩。佩佩的隐瞒，在 JO 的层面上构成

过的山顶。对于女儿来说，这是一种秘

助力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进阵地之一

窗口，是世界文化文明与中国交流

认知缠绕着她。她的家庭生活也不能

了背叛，从而使得上文所有的青春期的

密的分享，
也是一种与母亲的和解。

就是岭南。

的第一平台。在我们的这个可爱的

给予她充分的保护——母亲在深圳的

因此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

家乡，无数年轻人正在这里一如既

家中，与自己的“友人”彻夜搓麻将；父

产业首先要有国际热话题，粤港澳

往走向世界，也有无数年轻人一如

亲在另一边的香港，有着自己的“事业”

电影产业的工业化思路和解决方案

既往回流祖国，他们的使命一致，那

必须以国际视野为依据创造属于世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当

界的中国电影。工业化诚然是当下

中有的从事科技，有的从事教育，有

中国电影的热门视野，但是工业化

的从事商业或者实业，更有很多从

不代表只见机器不见人。人在哪
里，工业化就化在哪里。

“不合理”
变得理由充分。

在 这 个 灰 色 地 带 ，少 女 只 能 说
“是”，无法拒绝，无法退出——十六岁
少女向成人世界的试探，其实是无所谓
“自由”可言的。当花姐拿出一把手枪，

当母亲无法依靠时，本应该是自己

让佩佩帮忙送过关口时，佩佩完全是没

寄托的父亲，在影片中只是寥寥几笔带

有选择余地的，这里其实已经在暗示后

是青春的一个主题。在佩佩与阿豪一

过了——少女三次到香港找过父亲。

来阿豪与佩佩私自带货被花姐抓包的

自己的生活。在学校，她同样过得不如

同上山的片段中，导演使用了一个手持

第一次，在破旧的厂房，父亲给了少女

情节了。但最终警察的突然介入，将少

意——好友 JO 成绩太差只能出国读大

长镜头进行叙事。整个片段里，摄影机

零花钱，却不曾听到女儿到了嘴边的旅

女在成人世界的这趟旅程拦腰截断

学，
她的数学成绩不过比她高了 2 分。

位随着主角的移动而时刻变化着，引导

游计划。女儿第二次去找他时，看着在

了。她既得以从这个灰色地带脱身，又

模糊的身份认知，家庭与亲情的不

观众进入这一时空，成为主角身旁的隐

饭店内酒桌上谈笑着的父亲不敢接近，

依靠十六岁未成年的身份远离了监狱

事文化和影视。对于他们来说，过

完满，加之厌学的焦躁，使得佩佩与自

形第三者。当佩佩想要离开，阿豪抓住

转身离开；而父亲眼看着窗外少女的离

这个“囚牢”——就结构上来说，这其实
是一个对之前情节的巧妙摆脱。

除了友情的波澜，爱情的挑拨始终

去的都早已过去，他们一定要在过

己的好友 JO 有了圣诞节前往日本的旅

她手腕的一瞬间，摄影机失焦了，恰似

开，没有出门挽留。第三次，与 JO 分手

中国当下的发展在世界层面上

去的历史上创造新的故事，拍新的

行计划——所谓旅行，就是在一个封闭

少男少女肢体接触时心跳漏了一拍

了的少女在餐馆里见了父亲，父亲却独

去年上映的青春电影《狗十三》的

已经走上了三大领域的前端。一是

电影电视网大网剧，甚至开发新的

的时间段里，抛弃自己的身世背景、烦

——让人不得不感叹导演运用镜头语

自走到街上吸烟，留少女在饭桌上孑然

结尾，面对曾经的爱犬“爱因斯坦”，逃

国际重要话语权声索的前台。很多

动漫和新的游戏。

恼忧愁，于异乡获得自由的权利。根本

言的精巧与细腻。影片中，导演不止一

一身。三次相见，父亲都没有给过少女

离后的李玩说：
“ 我刚才好怕它认出我

上说，青春的一个核心支点就是对于

次地运用手持长镜头，让观众不知不觉

真正想要的心灵相通的漫谈，人生路上

扑过来，幸好没有。”与《狗十三》这种

“自由”的追求。
“旅行”是青春期的少女

中置身于一个路人的视角，一个旁知视

的疏导。在未来也不会有。

青春“死去”的窒息与绝望不同，
《过春

人认为中国今天还是应该韬光养

对于新的影视文化的一代人，

晦，不出头。但是，中国具备了很多

他们手握“四大金刚”软件：第一是

重要发展指数的前三位甚至前两

互联网，今天完全是新媒体而且是

能够获得自由的捷径，尽管那种“自由”

角，而非从始至终的上帝视角。影片的

位，大家只是知道经济体量第二，也

全媒体的天下；第二是新零售，它带

只是暂时的。

题材如果是独特的，那必然也是远离大

许并不够，很多领域中国正在走在

来了新的市场，背后全是新的需求，

第一方阵当中。你对世界你对别人

亲情的撕裂是作常态，最终只得了
母亲这一半的缝合。

天》给了主人公一个出口。在影片的
结尾，佩佩在房间里捧着一封信，以及

少女在攒钱买机票的过程中，不小

多数人的。这样一个旁知视角，使我们

值得玩味的是与父亲的第三次见

关于日本旅行的手账，不论这封信是

是老人们无法理解的市场需求；第

心 踏 足 灰 色 地 带 —— 跨 境 走 私 手 机

能沉浸于一个关于“单非仔”及“跨境走

面，导演把焦点固定在玻璃上，父亲在

收到的还是准备寄出的，我们都能期

的责任是和你在全球拥有的地位必

三是即将到来的 5G，传播速度之快

——黑话“过春天”的含义就是出了深

私”的故事，更容易从这个有着距离感

街道上吸烟的画面映在玻璃之上，玻璃

盼友情破镜重圆。佩佩还将 JO 姑妈

须匹配，否则你就是一个自私的国

匪夷所思，你想象着多少年可以出

圳与香港间的关口。作为每天早晚都

的故事中获得共鸣。

之后则是看着父亲背影的无助的少

家的鲨鱼放生，而“鲨鱼”恰是阿豪喜

家，况且我们不可能不高举中华民

一部电影，或者几多年出一部电视

要出入关口的“单非仔”，她的身份为走

另外，影片中有着许多对于青春少

女。导演喜欢利用这种反射来进行取

爱的动物。或许我们能把放生的行为，

族伟大复兴的旗帜，这样我们就要

剧，5G 是问你想多少天，只要你手里

私提供了便利，而她也因此收获颇丰，

女美好肉体的刻画——奔跑时摇摆的

景构图，例如佩佩在拳击馆的镜子里看

理解为一种在未来阿豪重获人身自由的

在各方面融入世界包括融入世界的

握有足够新颖的故事，器材很便宜；

很快筹到了机票钱。在这个灰色产业

短裙、夏日闺房里的贴身短裤、校服之

JO 和阿豪的亲昵情景，例如从镜中拍

隐喻。佩佩带着妈妈一同上山的时候，

话语权声索当中。

第四国家更加开放的环境，李克强

中，她与 JO 的男友阿豪产生了暧昧的

下若隐若现的 Bra……在最后一次走私

摄佩佩与母亲相拥入眠的场景，再例如

香 港 下 雪 了 —— 佩 佩 的 梦 想 也 实 现

总理在两会上说注册一家公司最多

情愫。这种暧昧与友情的冲突，让她无

时，青春的情欲被推向了极致。佩佩与

从电视机的屏幕里审视佩佩与母亲吃

了。她用手挽住雪花的动作，与当初在

五天甚至三天时间！

所适从，
进退两难。

阿豪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缠上手机。

早餐的情形……通过镜面的反射来拍

校园天台上与 JO 一起幻想在日本见到

最终通向日本的旅途以一场轰动

整个片段里，配合着时红时黄时绿的霓

摄人物，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窥视，而

飘雪时，
如出一辙。

第二是中国的科技与世界距离
总体还很大，但是中国今天能够也
完全得以与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接

多少年轻人的梦想被激荡起

轨，中国成为了世界科技革命最重

来，而他们无不在想让老一代让位，

的争吵、一场朋友间的分手画上戛然而

虹灯的妖艳，空间的逼仄，少男少女用

窥视其实暗含了人物无法直面现实的

影片以“单非仔”跨境走私的题材

要的市场和前沿，中国的未来必然

他们上位。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第

止的句点。JO 发现阿豪带佩佩上山

“谨慎”的喘息以及汗湿的肉体营造出

逃避的心理状态——父亲逃避女儿，女

自然地将爱情、亲情、友情三者融在一

要和当代世界翻天覆地的科技变革

二个四十年到来之际中国社会的现

后，到学校愤怒地质问佩佩，愤怒地辱

了一种青涩又克制的情欲感，一种高级

儿逃避爱情和母亲。

起，其中友情的破碎是最为直观的，以

紧紧相连，世界科技的视野就是当

实，这就是已经面向世界我们除了

骂佩佩。从 JO 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

而梦幻的情欲感。可什么也没有发

处在青春期的少女，为了圣诞节的

代中国人首先是年轻人的视野。

继续前进不可能缩回去的现实，这

多青春期的特质——JO 起初说“如果

生。而后一场倾盆大雨冲刷了所有的

旅程，
为了那暂时的自由，
往返于两个城

发乎几个动作，几个眼神。亲情的撕裂

就是要求我们更加依凭国际视野，

我出国了，把阿豪让给你啊”的散漫与

燥热与躁动。少女的美好肉体，爱与性

市，游走于大街小巷，经历着友情的崩

是贯穿始终的，是背景式的。走私带货

界的关联为五千年文明史所没有，

去创作有全球胸怀的题材和故事，

最后的狂怒构成了青春期的口是心非；

的微妙、游离和胆怯就是青春的本来面

塌、爱情的挑拨、亲情的撕扯，
“自由”终

“过春天”的故事，只是佩佩青春期的一

尤其在大湾区，一亿人，两千多万个

有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人性、基本

JO 在泳池旁说的“我觉得阿豪有别人

目的一部分。

究没有找到，
却陷入了另一种
“囚牢”
。

场虚妄历险罢了。对于观众而言，大吵

家庭，每一个家庭都与全世界千丝

人性的电影。粤港澳大湾区从今天

了”则是青春期的不安多疑；JO 发出

如果说 JO 的家庭是隐隐作痛的淤

随着珍视的友谊碎裂，旅途的希望

大闹着散失的朋友，青涩躲闪着错过的

万缕地联系着，思想不一定相融，但

起可以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电影产业

“你和你妈一样都是鸡”这般粗鄙的“恶

青，那么佩佩的家庭则是裸露在外的创

继而破灭，失去了目标的佩佩本该收

爱情，排斥沉默着疏远的父母，迷茫困

是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必然相通，这

做一个分工了，我们就做以国际化

语”，又显示了青春期赤裸的、无忌的、

痕。亲情的撕扯来自于父母双方。母

手，但她做不到。所谓佩佩陷入的另一

顿中闪烁的未来，和那爱而不得的“自

就是基本人性和基本礼仪。这里也

为背景完成工业化任务的电影，前

诛心的暴躁；JO 不愿意听解释，沉沦于

亲是个美丽而无知的人，最大的爱好是

种“囚牢”，是少女踏入走私这个圈子

由”
，就足以勾勒出青春的真实样貌了。

有国际视野。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

提是世界视野和人性故事。

自己构建的“真相”中，这是青春期的

麻将，和雀友打电话时竟然似孩子一般

后，在成人的世界中游走，却无法全身

争着口头上的“胜利”。搓麻将能挣什

而退的现实。也许她可以自由地出入

第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全世

同体，如果在基本人性和基本礼仪

“被害妄想症”。

一场冲突结束。爱情的挑拨是柔软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
语言文学专业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