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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毕赣的第二部电影《地

球最后的夜晚》因其有效的商业营销

而获得超过 2.8 亿元票房，尽管这个

成绩对于很多商业电影来说算不了

什么，但对艺术电影无疑是创造了新

的奇迹。这说明中国电影市场日渐

成熟和稳定，只要宣发得当，即便偏

另类、偏小众的电影也有可能获得一

定的市场空间。

毕赣及其电影有三个特殊之处：

一是，作为青年导演却有着如此娴熟

和自觉的影像风格；第二，叙事晦涩，

追求高深的现代主义电影美学；第

三，热衷经营本土空间，把故乡贵州

凯里拍成亦真亦幻、都市与小镇混杂

的世界。看电影的过程中，我深深感

受到导演驾驭影像的笃定和控制

力。这样一位冒然闯入中国电影视

野的导演，携带着如此强烈的“作者

电影”气质，我想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毕赣的文化意义，一是界定毕赣的特

殊位置，二是影像自觉与文化表达的

关系。

界定毕赣的特殊位置

在电影产业化的时代，1989年出

生的毕赣是多重意义上的边缘人。

他成长于贵州凯里，父母都是工薪阶

层，由奶奶带大，也不是优等生，到山

西太原读了一个电视编导的大专，毕

业后回到家乡混日子，先后干过婚庆

公司、广告、加油员等多种职业，相比

大城市的同龄人，很早就结婚生娃。

毕赣的短片参加过一次南京独立影

展和香港短片影展，也没有真正崭露

头角，直到2015年完成第一部电影长

片《路边野餐》，先后获得法国南特三

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气球”

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

使得毕赣一举天下闻名。这种自筹

资金、到电影节获奖的方式延续了90

年代以来很多独立制片导演的典型

路径。

考察毕赣的成功之路，除了他超

乎常人的影像天赋之外，还有两个社

会性前提，一是互联网，二是数码技

术。互联网使得曾经被电影高等学

校所垄断的电影专业教育更加普及

化和均等化，数码技术则使得各种经

典电影的影像资源很容易借助互联

网平台找到，毕赣也提到过在太原读

书期间看过很多数码光碟。而数码

技术也让电影拍摄的成本大大降低，

这使得“待业青年”毕赣能够不依靠

电影投资，仅靠直属亲友和大学老师

的资助来完成处女作。在毕赣筹拍

《路边野餐》时也曾到北京找过投资

人，但没有任何收获。

从这里依然可以看出，以商业、

盈利为核心的电影市场的“严苛”，默

默无闻的电影人很难获得投资。毕

赣只能毕其功于一役，开启了人生中

第一次、若失败就不会有第二次拍摄

机会的电影冒险。可以说，毕赣的成

功或幸运并不意味着，这条从边缘逆

袭的成名之路可以被复制，反而更像

是例外情况。《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

之后的冷嘲热讽也恰好印证了艺术

电影在当下的处境。

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借助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制度拍摄探

索片，当时也被观众“吐槽”为看不

懂，票房也非常差，但是电影评论和

文化思想界纷纷支持这种电影语言

的革命，认为“第五代”作品是对高度

戏剧化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突破，而

“第五代”的领军人物田壮壮也有足

够的勇气说“我的电影是拍给21世纪

观众看的”。90年代，中国“第六代”

导演借助体制外资源拍摄独立电影，

走国际电影节路线，基本与中国电影

市场不发生关系，这些电影虽然也没

有观众“缘”，却同样受到影评人和小

资观众的青睐，认为“第六代”作品一

方面挑战了既有的电影生产模式，另

一方面又用纪实影像呈现了市场化

改革过程中的边缘人。与这样两种

情形完全不同，以毕赣为代表的艺术

电影、作者电影，在电影产业化的大

背景下，不仅经常遭受市场的压力，

更要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文艺

片在这个时代也丧失了“文化”、“艺

术”的象征意味，甚至拍这种电影“天

然”携带着一种原罪感。

这种对文艺片的负面评价，尤为

体现在观众对毕赣电影的拒绝和指

责上。由于过于鲜明的个人风格以

及追求非故事性、非戏剧化，这使得

被商业电影所喂养的青年观众没有

耐心、也没有艺术储备消化这种意象

密集、表征丰富的电影。导致这种状

况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商业成为电影

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票房好不一定是

好电影，但票房差一定是不好的电

影，这使得艺术电影有不尊重投资人

的嫌疑，观众也“自觉”站在制片人、

而不是导演（艺术家）的角度衡量一

部电影的好坏；二是艺术电影的价值

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批判和反思之上，

这也是现代主义电影的基本精神，就

是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深刻批

判，而随着电影产业化的发展，90年

代独立制片的“挑战性”已经完全合

法，这也使得作为独立导演的“第六

代”陷入另一种困境；三是作者电影

的“游戏”规则是对影像语言高度自

觉，需要创造一套属于导演自己的影

像风格和电影语言，这就导致影像叙

事追求陌生化和不透明。在这方面，

毕赣的电影正好属于这种现代主义

电影的文化脉络，他非常自觉地搭建

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影像自觉与文化表达

《路边野餐》证明了毕赣的才华，

《地球最后的夜晚》吸引来更多投资，

为了尽量照顾观影效果，第二部电影

在叙事上要清晰很多，也加入了男主

人公的旁白，一方面作为他的内心独

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观众理解剧

情。这两部电影的拍摄地都是毕赣

的故乡凯里，一个贵州省风景秀丽但

物质欠发达的西部县城，这是毕赣最

熟悉的空间，也符合现代主义美学中

把在地、本土经验转化为高度象征化

的精神、文化之地。

毕赣对寻找、梦境、记忆等抽象

的主题比较感兴趣，不管是《路边野

餐》中乡村医生去寻找侄子和受朋友

之托去给旧情人送东西，还是《地球

最后的夜晚》里罗纮武去寻找旧情人

万绮雯。寻找，是人物最大的情感动

力，也导致行走、在路上成为毕赣电

影里最经常展现的场景。这种在时

间维度上对过去、旧日朋友的探寻，

转化为一种借助摩托车、公共汽车、

火车或步行在空间中穿行的形象。

一个现代主体离开故乡、返回故乡或

去异地寻找精神家园，这是前苏联电

影大师塔可夫斯基最擅长处理的命

题。这种寻找并非要找到某个人、实

现某个目的，或者寻找本身就是目

的，寻找完全可能无疾而终或从最初

的寻找变成了完全另外的故事，这是

一种意大利现代主义导演安东尼奥

尼式的寻找。

罗纮武的寻找兼顾塔可夫斯基

和安东尼奥尼的色彩。罗纮武因为

父亲去世，回到家乡，从父亲经常盯

着看的钟表中找到一张旧照片，凭着

照片后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他开始了

漫长的寻找。从一个女人（邰肇玟）

到另一个女人（陈慧娴），再到另一个

女人（万绮雯），从一种叙述到另一种

叙述，从一面镜子到另一面镜子，从

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从一种梦境

到另一种梦境。在 3D 效果的梦里，

罗纮武目击、帮助母亲抛弃幼小的自

己与情人私奔，也与万绮雯一起找到

了会旋转的、带来爱情的绿房子。这

种男人（儿子）寻找文化源头的主题

也很像“第六代”电影中个人无法长

大成人的故事，即便3D梦境伊始，罗

纮武偶遇12岁的孩子，孩子反而更像

一个有决断力的男人，带着迷失的罗

纮武下山，引领他找到回“家”的路。

在这里，毕赣最具创新的地方是用

3D制造的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路边

野餐》用42分钟的一个镜头完成复杂

的场面调度，《地球最后的夜晚》则是

近60分钟的3D长镜头。如此的长度

把空间变成绵延的时间，镜头仿佛转

化为一条无法中断的、从过去延续至

今的记忆河流。

在这种炫酷、迷人的跨越时间与

空间的长镜头里，最吸引我的是毕赣

电影中无处不在的两组文化符号，一

种是香港电影的文化滋养，二是凯里

空间所携带的二三线城市的物质

性。印象中，最惊奇的场景是在一个

阴暗、简陋的房间里，黑社会老大左

宏元戴着礼帽、穿着白衣白裤，随着

音乐响起，左宏元翩翩起舞，娴熟而

自洽，他拿起话筒演唱，远景中出现

被吊起来的罗纮武，近景则是左宏元

的情人万绮雯。黑社会、流行音乐、

杀手等元素，都可以想起80年代以来

香港电影对于内地文化的深远影响，

以至于凯里的“夜晚”很像王家卫电

影《堕落天使》、《重庆森林》中的香

港，那个歌舞升平的浮华背后隐藏着

杀手、黑社会和种种男女情爱。与香

港大众文化在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全

面流行同时期，最重要的街头空间就

是简陋的录像厅、台球室和露天卡拉

OK，这也正是罗纮武下山过程中所

遇到的最核心的公共空间。这种空

间既带有香港文化的痕迹，又带有小

镇文化的特色。

相比毕赣电影中情节的去叙事

化和人物的弱化，唯一比较清晰的

是空间中摆放的各种家具和装饰，

是一种八九十年代的县城风格，从

电视机、冰箱到桌布都带有比大城

市要落后一个时代的质感。这种物

质性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落后，反

而变成了一种凯里的本土经验，这

种经验显示了导演全球化时代的文

化野心，用凯里来指认中国，或把中

国变成一种凯里经验。只是这种经

验借助香港文化元素和八九十年代

的物质性来表达时，是不是也把凯

里变成一抹文化飞地和镶嵌在时光

博物馆里的怀旧品，从而与时代有

所间离和脱节。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研究员）

自 2015 年的《大圣归来》至今，国

产动画鲜有票房与好评兼得的作品问

世。追光动画、华纳兄弟联合出品的动

画《白蛇：缘起》作为追光的第四部动画

作品，仍旧沿袭了追光动画张扬中国传

统文化的亮点，更扭转了故事羸弱的

态势。

《白蛇：缘起》把许宣与白娘子爱情

的民间传说设置为“今生”，影片描绘了

二人情感的“前世”，令人耳目一新。故

事讲述了千年修行成人形的蛇族少女

刺杀国师失败落水后，被永州城附近的

捕蛇村青年阿宣所救。阿宣对失忆的

小白百般呵护，暗生情愫。当跌落丛林

中的阿宣被毒蛇攻击时，小白挺身搭救

了阿宣的命。蛇族的勇士常盘和国师

徒弟对小白的接连追杀，不仅没有阻断

阿宣与小白的爱情，相反，为了两情相

守，阿宣不惜化人为妖，并与小白、小青

一起，与贪婪的蛇母和国师进行了殊死

的拼杀。在国师布置的冰刀雪剑的阵

法中，面对即将形神俱坏、沙化而逝的

阿宣，小白依然不离不弃，将阿宣的魂

魄封印在碧玉珠钗中，给了阿宣投胎转

世的一线生机。故事跌宕起伏，可歌

可泣。

根据导演赵霁介绍：利用立体特征

的三维影像，追求平面效果的中国山水

的诗意方面，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其

实，作为“成人向动画”的《白蛇：缘起》，

华丽与华美的画面，显示了影片材质、

渲染等方面的精工细作，也张扬了中国

的诗情画意，是 2015 年《大圣归来》之

后，国产动画的又一部扛鼎之作。

充盈了文化气韵的唯美

《白蛇：缘起》利用了国产动画的样

式。开片是二维效果的水墨动画，国师

的纸人车马和折纸形成的刀嘴利爪的

大鸟，则是折纸动画的再现。在美术方

面，影片开端则是泼墨效果，结尾则是

长卷的人物画，主题是洋溢着传统美学

的三维立体画面。

影片塑造了犹如宝石般艳丽与温

润的色彩。全片的场景，不仅具有梨花

带水的艳丽，也有空灵剔透的意味。不

同的色彩，传达了不同的情绪。阿宣采

药的山峦，点缀着霜叶枫林的红色；宝

青坊附近的银杏林是橙黄，小青出场的

场景是阴森的藏青色，蛇国是一派阴冷

的绿色，佛塔与永州城是霞光满天的黄

韵与暗红，宝青坊则是暗黄与浅红的离

幻。各种色调的场景，纤细的明度分

层，远近不同的光照，勾勒了不同的空

间景深。

画面流淌着中国传统美学的意

味。影片开端，阿宣生活的群山峻岭之

间，丛丛簇簇的火红的枫叶，给峰峦与

坚硬的岩石涂抹了娇艳，那种红色，就

是“中国红”的润透。更令人惊讶的是，

湛蓝碧透的晴空中，缕缕白云；山间飞

瀑如练，红叶映澈着如纱的雾霭，场景

宛若一幅中国山水画卷。场景不仅精

美，还有诗意。去宝青坊探的水路上，

暮色低垂，阿宣的小舟驶出了洞，俯拍

镜头，是开阔江面的两页叶孤舟。刹那

间，观众一定会浮现“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的古诗。

国产动的唯美方面，《大鱼海棠》

（2016 年）已经开创了先例。《白蛇：缘

起》在雕刻光影的基础上，云集了丰富

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机缝合了蛇

族、人类、道教国师的三个世界，故事的

繁复与缜密程度超过以往的国产动画。

除了角色的是古代服饰之外，器物

方面，有民俗中的大烟袋、碧玉珠钗；建

筑中有风铃摇曳的佛塔、城墙、石板古

街；音乐有古筝等乐器；台词中有医卜

星相、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二十八星宿

等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甚至，主题曲

也有禅诗的空灵与深味，其中“何须问，

浮生情，只是浮生此梦中”语句，改编自

唐代高僧鸟窠禅大师回答诗人白居易

问询的禅诗：“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

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

是梦中。”空澄静寂禅诗，附和了阿宣的

淡泊宁静与自得其乐，更铺设了他以后

的为情而万虑全消、破釜沉舟的深层

心理。

不仅如此，影片利用传统文化制作

了诸多的奇观。 例如，“天罗地网”，是

古人凭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有煞气的

神秘理论。影片中的道长用法术，编织

了一道道金光构成的、缠住了小白与小

青的枷锁。而天罗地网，也是一个成

语。观众可以在传统文化的不同方面

来理解奇观的设置以及角色命运。

除了表象、情韵，影片塑造角色命

运时候，更是移植了传统的哲学。根据

角色设定，阿宣与小白是“人妖两途、天

道无情”。所以，二人的感情历程必将

布满凶险与杀机。阿宣，心怀悬壶济世

的郎中梦想，平时怕蛇，不捕蛇以交赋

税，而是采药为生，贫穷但洒脱，有着乐

观与旷达的老庄思想色彩；为了拯救小

白离苦得乐，义无反顾、舍我其谁的态

度，又应和了菩萨精神与儒家的担当。

随着故事的行进，观众渐渐体味到，影

片的主题不再是爱恨情仇，而是借用

“人与妖”的比赋，探讨了人心向善（以

阿宣为代表）还是人心本恶（以国师、蛇

母为代表）的哲学问题。

可见，唯美画面内部流淌着的传统

文化精神，自然风景的华丽与角色性格

与心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使角色形

象与命运更加活脱鲜活、亦真亦幻，成

功塑造了全片具有哲理的“飘逸”风格。

珠钗勾连了故事断片

地下的蛇族、地上的人类、国师有

冲突，如何链接和碰撞？阿宣与小白，

可以一见生情，但是，人与妖两途，如何

跨越藩篱？投胎转世后，如何再度相认

与重逢？作为核心道具的碧玉珠钗，缝

合了这些断片与三条故事线。

碧玉珠钗，本是蛇母交给小白刺杀

国师的凶器。因为国师为了吸收蛇的

精气以提升修为，强迫村民捕蛇替代赋

税，以至于很多蛇都遭劫难。但小白没

能成功刺杀国师。被阿宣搭救后。碧

玉珠钗成了一袭白衣的小白的精美首

饰。最终，小青用珠钗刺杀了国师。一

息尚存的国师将阿宣和小白置于冰天

雪地的阵法中，阿宣冰冻身亡后，即将

“形神散、魂魄散，不在有来世 ”，肝肠

寸断的小白用这个珠钗，牵着阿宣的魂

魄，并将魂魄封印其中。碧玉珠钗，是

凶器、装饰、灵器，还是二人在人间相遇

的信物。

碧玉珠钗以一种神秘法力勾连了

不同空间的人物与故事线，而恹恹欲

睡、不舒心的小狗肚兜则是以谐趣的方

式，旁敲侧击的方式，参与叙事。

小白救了险些坠崖身亡的阿宣之

后，受到了灵气的感召，小狗也会说话

了。看到阿宣与小白情窦初开，继续到

更高的山峰去采摘草药时，小狗害怕得

不敢攀登了，只好悻悻地回家了。在去

宝青坊的水路上，小狗会说话了，对信

心满满的阿宣说：谁喜欢你呀，我就是

混口饭吃。与蛇族斗士常盘在江面上

打斗之后，小白显现了白色的鳞甲蛇

身，小狗惊慌失措。阿宣将小白抬到了

庙里，小白身体的奇寒竟然让地面上顿

时冰霜满地。阿宣语无伦次：快逃吧，

你不是怕蛇吗？在银杏林，阿宣与小白

首次牵手而行，小狗有点怪声调、害羞

地说：还有一只狗呢？

小狗肚兜总是以旁观者、弱者的语

调，制造了幽默。有时，它对阿宣行为

的疑问，烘托了阿宣内心的另一面。最

后，当阿宣为了村民而受难，老奶奶央

告村民去搭救时候，村民胆怯：阿宣现

在是妖了。小狗厉声喊到：小妖怎么

了？我还是妖狗呢？不是阿宣，大家现

在不是都要死了吗？此时，小狗的角

色，不仅是忠义的爱犬，更是一个有逻

辑的辩者，其正义的形象，投射了观众

内心的期求。

直白与炫情的结尾

《白蛇：缘起》的不足之处，也能代

表国产动画的共同问题。影片中的角

色性格和心理，过于单调，以至于角色

的动机都是导演的直线设定，缺乏因缘

际会的张力、变化与递进。而且，宝青

坊和佛寺下的道家地宫的情节，在制造

奇观的同时，难以掩饰“游戏”的程序

性，角色只是闯关而已，没有因为置身

生死攸关的险恶而心生莫名的恐惧、痛

苦，以及抉择，即阿宣没有经历磨砺之

后的心理成长。

除此之外，本片的微瑕在于结尾过

于直白与炫耀。这和《风语咒》（2018

年）的结尾一样，意图展示大难之后的

团圆，再现一种喜剧效果，但事与愿

违。尤其《白蛇：缘起》是哲理与诗意互

为融通的风格，阿宣与小白姐妹投胎之

后，在西湖长堤的偶遇，本已显示了小

白的真情是感天动地，给人以“喜”；三

人在红尘之中因为碧玉珠钗不期而遇，

显示了冥冥之中的缘分的“奇”。用了

全景和中景，过于写实。此后，泛舟湖

中，二人的对话有狗尾续貂的饶舌之

感。与此相反，徐克导演的动画片《小

倩》（1997年）的结尾，男主人公宁采臣

投胎后，保持着头脑清醒，降落在小兰

的今世所在地。殊料，小兰已经嫁作他

人妇，为了保持礼数，宁采臣被小兰和

家人轰赶出家门，再加上主人家大狗的

撕咬和追赶，宁采臣慌乱之中跌落到了

门外的池塘中。池塘中，小兰才凌空细

语。而且，这一段都是大远景，没有人

物的全景，给观众以浮想联翩的空间。

瑕不掩瑜，《白蛇：缘起》的道具和

场景，反映了制作者在三维动画制作过

程中几十层材质覆盖的工作量，以及通

过画面、角色性格塑造，整体烘托和晕

染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的风格，即使

票房没有的到预期，其艺术探索，值得

礼赞。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地球最后的夜晚》：

影像自觉与新的文化经验
张慧瑜

《白蛇：缘起》：

唯美与文化底蕴的互生与壮阔
张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