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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失忆的房间与失序的门
■文/ 王 霞

观众的降维与升级
——在一天内看《九零后》和《诗人》

■文/赵 军

电影创作
如何走向“大我”

■文/王小鲁

《诗人》是一部剧情片，我本来想挑

这部影片写影评，但看后又觉得无从下

笔，虽然它的文化特点是很容易总结

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但面对这部影片，

我内心有复杂的况味，所以想换一部，

因此直接奔向下一个电影院，去看了那

部最近被讨论比较多的《九零后》。

《九零后》是一部纪录片——它是

一部纪录片么？如果按照中国现代纪

录片观念在 90 年代初形成的标准，它

是不是更像一部专题片？它讲述了毕

业于西南联大的几位老人的故事，他们

当年求学、抗日、出国，最后为国家造原

子弹和搞文化建设，电影宣扬了家国情

怀，强化了一些老人富国强兵的愿望。

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或可以看作一部

以纪录片形式制作的教育片。

它在影迷网站上的评分巨高，大多

数人都给了五星的评价。因此已然成

为一部现象级的影片，它其实预示了一

个当下文化实践的重要指标。预示教

育片在当下的叙事纯熟，以及观众特别

高的配合度，观演共识似乎是在一夜之

间达成的。

它在美学和工艺上的确很考究，虽

然除访谈外，主要用了简单的CG技术

来帮助呈现当年的场景，但显出饱满的

诗意和深情。百岁老人们的传奇和讲

述，都富有奇观性和励志色彩，他们的

语言具有神秘的说服力。

旁白之外使用了一些回忆录中原

有的话语，让配音演员根据当年的情境

演绎出来，这些做法都可圈可点，拓展

了纪录片历史呈现的手段。

纵然如此，我仍然觉得，为这部影

片写一则评论，殊为不易，美学上的分

析是容易的，而一部历史纪录片，主要

在于对历史事实的剪裁和勾连——它

建立了怎样的因果关系，从历史客体中

拣选了什么、强调了什么。

这是纪录片本体中的核心问题——

真实问题，真实问题本身就是纪录片的

伦理问题。而这部电影对于历史的展

现，层次相对单一，目的性也比较强，杨

振宁和巫宁坤，他们对于时代的阐述以

及人生的感悟，应该有所不同，但在这

部影片中被一律化，具有一个共同的叙

事指向。要对此片作出相关判断，就需

要对那段历史进行完整和深入的研

究。而做这一点需要大量工作，实在令

我望而生畏。

所以我还是回到《诗人》，来评论一

下这部剧情片。我觉得这部影片的思

想旨归十分清晰，但是表达上不甚成

功。若为它写作一篇影评，我有点拒绝

的原因，在于我无法满篇罗列它的不

足。有点于心不忍。这部电影的导演

刘浩以前拍独立电影，我看过他的《沉

默与美婷》等影片，这在当年的独立电

影里面算是上乘了。

此番进入院线系统操作电影，他有

怎样的诉求和改变？《诗人》的上映，想

让我看他在院线系统下所进行的表达，

与当年电影表达的隔膜或延续性。观

看后，我觉得两者的延续性是容易捕捉

的，包括它的批判性与对于一个时代的

质疑。

80 年代一个西北的国营煤矿里，

矿工李五因为会写诗成为名人。他有

一个深爱他的妻子陈蕙，陈为丈夫做

了无数的牺牲。李五因为发表诗歌，

被调到宣传科，后来成为市里的文联

主席。此过程中，他怀疑妻子出轨，与

妻子离婚。

后来时代变迁，1992 年邓小平南

巡，发展市场经济，诗人的光荣暗淡下

来，李五主席为了诗歌大赛去朋友企业

拉赞助，朋友都不肯帮忙。

陈蕙暗自托闺蜜送来钱，希望帮助

李五。后来李五来到矿区，但见人事已

非，他在失望中哭了起来，并遭遇车祸

死去。妻子来到他出车祸的地点，躺在

地上，以此感受丈夫的存在。

虽然我从朋友处得知，这个片子本

来是150 分钟，后来删减为120 分钟左

右，但仍然可以感觉到其本来所计划的

史诗架构，它从 80 年代诗歌狂热的年

代写到 90 年代的斯文扫地，影片不停

用有源的声音（广播与歌曲）来展现时

代的痕迹。

据说本片的景是在新疆某地搭建

的，年代感的表达在美术层面肯定是有

匠心的。但仍然觉得单薄，历史的层次

感和时代纵深无法让观众深刻感受到，

而人物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过度，

李五从一个矿工到作协的主席的变化，

都没有通过人物的表演和其他情节传

达清楚，扮演者朱亚文的化妆让他似乎

一直呈现相同的年龄样貌。

而妻子陈蕙的女性形象一定会让

当下女性主义者反感。陈蕙告诉姐妹，

李五就是他的大儿子，她心甘情愿为他

牺牲。她后来的一些做法都显得匪夷

所思。我们知道一种激情与爱的存在，

但是要将这个爱的脉络更清晰的讲述

出来，不然就会被解读为男导演热衷于

女性的牺牲。

这些也许是次要的，而让我最为感

到失落的，是影片制作中的缺乏激情。

还有叙事中透露的思考力不足。当煤

矿上挂起邓小平的巨大肖像，人们不再

热爱诗歌，人们都情愿成为了商品的奴

隶。故事时间结束于 90 年代，厂里的

退休的主任在开小饭店，有的已经老年

痴呆了。一种怀旧的况味升腾起来，一

种批判性也一起浮现。但他批判和怀

念的究竟是什么？

影片似乎未能展现扎实和深刻的

思辨。若没有这些思辨，诗人李五最后

的仰天痛哭则就只能被解读出的个体

泛泛的脆弱与伤感。

小宋佳的演技发挥还不错，但人物

设定有问题，所以发挥也都无济于事。

让我觉得好的反而是扮演一位老诗人

的周里京，他演绎了人性的复杂。老诗

人很多诗歌无法发表，又在过去的特殊

政治和历史中留下了家庭的诸多问题，

影片力图表达的思想我表示尊重，但其

表达效果的确不够有力和清晰，在整部

影片中也缺乏恰当的比例。

这也许不是导演的问题？我不知

道其创作过程，所以不能下判断。看完

此片后我心中颇觉悲哀，但这并非从电

影故事中延伸出来的情绪。我为自己

来回穿梭找不到合适的评价对象而难

过。也许作为观众的我，以及我们，应

该做一个思维的升级，换一个角度去面

对当下电影文化。不仅仅去做艺术的

静观，或者以某种快乐原则去获取娱乐

的结果，而是能够更为自觉和省思地去

考察什么被准入，什么被强化，而从溢

出的部分所体现的艺术家们的文化实

践当中，则可以观看其主体性进化的程

度，看其具有何种潜意识，它与周围空

间相生相克的关系。

这样，我们的观看将更加丰富和有

意义，从中还可能获得思想的训练甚至

解放。

文艺创作不论是何种体裁，“小

我”的光芒都值得惜取。但是，能够

走向大众，也能够走向未来的，一定

是有“大我”精神品质的作品。

小我中可以透现出大我，只要

小我当中包含了很多普遍性的人性

与情绪，可以转而变为大我。但是，

什么是透现出大我的人性和情绪

呢？细究之下，应当说还是大我。

这种转折当然会闪现艺术的光芒，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假如说《战狼 2》是一部小我的

电影，它只要写到吴京到非洲寻找

妻子，然后与叛军搏斗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世界上夫妻或者爱情、

私情的影片自然很多，而《小城之

春》、《廊桥遗梦》都已然因为小我而

成为经典。

细细思考的是，这两部虽然是

小我的影片，但是细腻深刻的情感、

情绪的表现与挖掘却又是充满人性

的，人性的张扬就是大我。它们的

深刻已然到了深沉的地步。如果为

了刻画小我而淡忘了人性的普遍意

义，说实在它们就无法转为大我。

《战狼 2》的最终成功来自于大

我。这个故事从吴京跑到非洲开

始，却以协助祖国大使馆解救受到

叛匪威胁生命的中国同胞而达至高

潮，最后更以中国护照彰显爱国主

义情怀，小我变成了大我。

《战狼 2》的艺术核心价值在这

里，观众的热血在一句“祖国都可以

把你护送回家！”达至沸点。这不是

简单的爱国主义，这是中国强大了

的今天才发得出的强音。从这个角

度看，就应该明白，这样的爱国主义

不是贴上去的，尽管它不是通常所

讨论的爱国主义艺术手法，不乏口

号式的表述，但是能打动观众，这是

艺术走向市场的不二法门。

我们在此只谈创作的境界，《战

狼 2》的小我至大我，对于今天普遍

的国产电影而言，启发意义自然是

很大的。很多优秀影片都经历了先

是小我然后大我的历程，而且这样

的历程既是艺术规律所致，更是故

事和人物带来的认知所致。

譬如说《你好，李焕英》，落笔肯

定是小我，但是两番穿越的故事最

终却成就了母女情深，价值观放大

到了普天之下的共同感受，这就是

人性的大我所在。

如果说《你好，李焕英》表现还

比较粗疏，那么《掬水月在手》的主

题塑造就比穿越更穿越了。乍一看

这是叶嘉莹先生的小我，但传承中

华伟大文学与精神传统，谁又能说

不是最大的大我呢！

比较《掬水月在手》和《你好，李

焕英》，前者的成就不仅仅在叶嘉莹

弘扬传统文化自然就是大我，在于

叶嘉莹先生是在付诸一生地践行这

个大我的，这是最难以做到的献

身。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掬水月在

手》当 中 的 主 题 境 界 极 高 ，难 能

可贵。

当下难就难在一没有大我之胸

襟，二没有毕生践行大我的精神。

在近年的好影片中，懂得这样立意

的观众在给予票房回报，这说明人

民是懂的，人心是懂的。《我不是药

神》是最突出的例子。

徐峥饰演的角色出自小我，成

为大我，影片的成功就在于此。而

另一些影片不懂此道，尽管使尽九

牛二虎劲宣发，观众难以买账，也因

为缺乏大我。

最明显是姜文的“三部曲”《让

子弹飞》、《一步之遥》和《邪不压

正》，逞能于小我的自得意，而不懂

大我之赢人心。《让子弹飞》就比不

过《我不是药神》，《一步之遥》比不

过《芳华》，《邪不压正》更是不知

所云。

这些都是大导演的扼腕之作，

令人叹息的是一个人过于自我，最

终出来的还是小我，而非大我，也许

他们对于大我是不屑的，但是，沉舟

侧畔千帆过，沉舟就是小我，千帆就

是大我。

另外一种情形是一个很不错的

题材和故事，应该是大我的，但在营

销策划中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它

们不同之处在于，懂不懂得挖掘影

片最有价值的大我。

这里举一部《旋风九日》为例。

这也是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 1979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

访问美国，达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

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正常的上映

宣传是颂扬了邓小平同志在外交战

线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大

门，争取到了西方的支持，改变了国

际格局。

影片主题的确也正在于此，它

不但介绍了邓小平同志的风采和智

慧，更让人看懂了中国走上改革开

放时代的战略与胆识。于此怎么说

都不能称之为小我。

但是我想说的是大我从来都是

磨出来的，磨的什么呢？磨的是影

片创作者和宣发者的眼光。我以为

只要宣发着眼的只是小平同志，那

就还是小我，而带领中国走上国际

资本舞台，从此中国的建设变换了

最根本的背景，使得中国前景发展

的战略出现了划时代的改变，如此

认知所揭示的才是大我。

大小我之对比，一是看中的是

一次外交出行，还是改变格局的深

谋远虑；二是只为了一场改革开放，

还是将中国根本融入国际政治与资

本舞台，翻天覆地地塑造更加伟大

的中国；三是仅仅为着向西方融资，

还是昭示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当前

的世界机遇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启

迪，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每一个社

会细胞将怎样果敢地走好它。

我在配合这部影片的宣传时抓

住每一层后面的大我，以超越出影

片原有的内容而对之重新作了包

装，然后策划了与深交所共同举办

这次上映活动的首映式。

这场首映式的主题便是“看《旋

风九日》，学邓小平同志如何走上资

本市场”。深交所正好有一个千人

研习班，上千位来自全国准备上市

的公司老板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

毋庸置疑，他们的毕业典礼就成为

了影片《旋风九日》的首映礼。

影片宣传走出了大我，赢得了

原来对影片毫无认知的大批老板和

上市公司朋友的称赞，他们说，影片

就是教我们看懂了怎样迎接资本市

场挑战的，当年小平同志带领的公

司——中国，远没有今天的局面，但

是就敢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美国去

演讲中国故事，那才是一次精彩的

上市路演啊！

显然，我们走出一个大我的宣

传格局，也许原来影片也未必如此

构思，但是策划虽不是刻意为之，但

是信息加工一定是一个有着谋定而

后动的大脑的基本要求和本来的机

制。这就是信息加工。

电影宣传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

大脑的，经过大脑就是要加工信息，

使之成为信息量最大化的刺激社会

与市场的信号。宣传中的信息加工

往 往 就 有 这 样 的 方 向 —— 挖 掘

大我。

过程当中就是要磨炼自己的眼

光。而如果不明白信息的加工在于

提升信息的含金量，以为就是一味

拔高、从实变虚，那也会竹篮打水，

观众敬而远之。所以，从小我变为

大我，信息加工和提升要符合影片

故事题材的逻辑，要在既有的影片

内容当中加工与提升，而非相反。

所以大我也要实在，《旋风九

日》把一场国事访问在宣传上加工

为中国步入世界资本市场，从此改

变了中国的发展格局，如果在一般

观众中举行活动，如此宣传就会

变虚。

我们选择了在深交所，这个本

身就是与资本对接的平台上进行

活动，所加工的宣传信息就一下子

落到了实处。而且资本平台历来

自带光环，信息经过加工与提升

后，传播反而更快。这就是有计划

有步骤的信息加工，有衔接有落实

的传播举措。这样的信息推广，对

于《旋风九日》的大我境界无疑是

加分的。

电影导演脱颖于戏剧舞台，在欧美

电影界成为一道传统佳话。从普莱斯

顿·斯特奇斯到迈克·李和理查德·艾尔

再到艾伦·索金等等，今年又出了新人

佛罗莱恩·泽勒。并且泽勒更是轮转小

说、戏剧与电影三种媒介语言。他的电

影处女作《父亲》在十多个电影节如割

草般一路拿奖，2021年的第一季度就被

众多影迷圈定为“年度最爱”。

这个改编自泽勒2012年原创的同

名的法国舞台剧在戏剧界早就享有盛

名，由克里斯托弗·汉普顿翻译成英文

后，先在伦敦西区上演，又搬到了百老

汇，拿奖无数。此剧创作缘起于泽勒

的祖母。在泽勒还是少年时，祖母就

患有了认知障碍症。少时的记忆让泽

勒获得了深刻的生命体验：有的时候，

越是爱一个人，越是明知处于无能为

力的境地。舞台剧《父亲》试图利用场

景的变换和道具的无端消失，充分表

现父亲在时间上的丧失感。转换到电

影的视听表达时，泽勒在和汉普顿一起

改编剧本前，就先画出了一幅公寓的布

局图，并坚持不使用外景地。正是对空

间表达的敏感与自觉，影片《父亲》虽然

是一部单一场景电影，却拥有着不输于

《后窗》（1954）、《十二怒汉》（1957）等经

典的独特的电影化形式。不同与《远离

她》（2006）、《仍然是爱丽丝》（2014）等

关于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的影片，《父亲》

首次让观众进入到病患者的内部世界，

感知这种疾病为个体带来的深度的时

空迷失与溃败，以及在这种迷失中与他

人不可避免的冲突与伤害。

因此电影《父亲》在结构上的成

功，不仅仅来自于剧本，更来自于剧本

与制作设计（PETER FRANCIS）以及

摄影指导（BEN SMITHARD BSC）之

间的高度配合，他们共同创造了父亲

安东尼的迷宫般的精神空间——一个

变幻中的宽敞明媚的高级公寓。影片

一开场，这个公寓就被锁定在伦敦优

雅的肯辛顿街区，有着方正对称的门

厅、华丽明媚的大客厅、功能齐全的起

居室、私密舒适的卧室以及通透宽敞

的厨房、餐厅与走廊。然而这个安东

尼生活了三十年的优渥公寓，却在影片

的第二个场景里就遭遇陌生人的置疑

与否认。进而我们发现父亲与他人的

情感方式，与这座公寓的存在着一种越

来越可疑的、胶着的、紧张的关系。

日常琐事在这个公寓空间里变得

越来越惊悚。这个公寓由那么多的门

相互连接，没有人知道经过一道门后

会出现谁的面孔，会有什么失常发

生。一句问候、一块手表、一餐鸡肉这

些最为熟知的日常都变得深不可测、

难以理解。这种惊悚不同于《闪灵》

（1980）、《小岛惊魂》（2001）等类型片

不断设局外在的单一空间的封闭性压

力，以示人物精神失常的必然。《父亲》

的惊悚不外在于物理空间，而在于每

个场景中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之间

的逻辑认定，涉及的是关于人类认知

秩序的问题。

尽管影片处处留有痕迹，让聪明

的观众跟在这个走动在各个房间中的

父亲后面，不断识别墙的颜色、灯具与

家具的变化、墙面装饰画的变动，根据

色调冷暖与审美风格分辨出了这里虽

然布局结构非常一致，但先后出现过

父亲安东尼的棕色系公寓、女儿安妮

的兰灰色公寓和养老院的天蓝色公

寓，来试图推算父亲煮的咖啡、保罗打

的电话、安妮做的烤鸡、新护工的第一

次来访、塑料筐中找到的手表、安妮与

詹姆斯的离异、安东尼的看病等等之

间的时间、地点顺序和引发冲突的情

感路径。然而你会发现越到影片后

面，这种厘清的愿望越令人绝望。

叙事开始的时候，单一场景中的

人物运动还能保持连贯，尽管到下一

个场景会被迫发现它的连贯，是经过

错误拼接的。例如第一个场景里，父

亲找到表以后，与前面和女儿争论安

吉拉离开的段落，不是线性发生的连

续段落。中间少了至少长达 5 年的父

女共同的生活。

影片叙事随着场景转换得越来越

快，每个场景里的错误开始不止一项，

越来越多，这个时空不断出现断裂、丢

失、重复、跳跃、涂改甚至死循环……

失忆中的父亲正在脱离了有着清晰逻

辑关系的时空秩序。直到影片最后一

个场景，当整座公寓萎缩为一个养老

院里最简朴的单间时，你会发现这个

小房间里的所有物件几乎都在前面两

个高档公寓的不同房间里出现过。

窗边墙上的阴郁的孤独者画作出

现在安东尼公寓的餐厅墙上，衣柜旁

边的粗糙简易的落地镜子出现在安东

尼公寓高档家具的卧室里，灰色的砖

头录音机出现在安东尼公寓的厨房台

面上，床边放药的小木桌子出现在安

东尼公寓的起居室里，装各种物质的

廉价白塑料框出现在安妮公寓的父亲

的卫生间里，白罩床头灯和父女三人照

片出现在安妮公寓的父亲卧室的相同

位置上，女儿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壁画

《花神》出现在安妮公寓的厨房墙上等

等……也就是说从影片第一个场景里

出现的第一个房间开始，就跳出有父亲

养老院生活的痕迹，直到最后，只剩下

养老院的单人空间，这个时候安东尼已

经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此前观众

经历的整个叙事时空，都是这个 80 多

岁的老人进入到养老院后，试图将自己

的业已破碎的记忆拼接出来的时空。

所谓叙事的迷局，不过是记忆碎

片的拼接时空与貌似存在的实存时空

之间争夺叙事逻辑，争夺话语权，以维

持生命的尊严的过程。

拼接中的前后三个公寓形成变幻

不定的记忆迷宫，它有一种奇特的流

动性。这是影片《父亲》避免出现“戏

剧化电影”中常出现的封闭的舞台化

空间的原因。别看它在室内。《为所应

为》（1989）的戏剧空间虽然是一个户

外的黑人社区，却不影响它被塑造为

一个封闭的舞台化空间。《父亲》的空

间特点与影片的走廊布局相关。弗朗

西斯和泽勒一致认为，走廊是影片整

个布景的脊梁。所谓脊梁，其实关键

在于不同与其它房间门的两个紧闭的

门，分别位于走廊两段。一个是拼接

时空里父亲的卧室门，也即实存时空

的养老院房间门，是这个孤独的老人

最后制造和修补记忆之所的地方。另

一个是拼接时空里的储藏间的门，也

即通往医院的过道门，通往这个老人

记忆深处最痛的时刻——他的小女儿

露西意外早夭的病房。这是也是他失

忆的起点。安东尼常把思念小女儿挂

在嘴上，看上去是表示对尽心照顾他

的大女儿安妮的不满和攻击，实际上

是在对失去亲人的沉痛进行的心理偿

还。令人不忍的是，女儿安妮始终是

理解这一切的。

影片中有两个人物最为可疑，一

个是长得像小女儿的年轻护工劳拉，

一个是大女儿远去巴黎同居的男友保

罗。劳拉出现过三次，前两次是以小

女儿的面相出现，第三次是以养老院

女护工的面相出现。这恰恰证实了了

劳拉最后没有接手安东尼的护工工

作。它是导致安妮夫妻矛盾升级直至

离婚的重要原因，同时二人在家中反

复的争吵进一步加剧了安东尼的病

情。所以劳拉可以看成是解开记忆碎

片迷宫的一把钥匙。

保罗在影片中以养老院男护工的

面相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代表着安妮

丈夫詹姆斯的身份，否认老人身处自

家公寓；第二次是趁着安妮不在，动手

泄愤殴打安东尼，安妮赶来后，他的面

相瞬间从男护工变成了詹姆斯；第三

次是在养老院与女护工交接工作的时

候。保罗作为安妮的巴黎男友，在安

东尼的实存时空里是没有出现过的，

男护工有自己的名字叫比尔。但是保

罗这个名字的出现，直接导致女儿安

妮对他的抛弃，为安东尼的世界带来

最重要的创伤，不亚于詹姆斯日常的

冷漠和嘲讽，不亚于男护工偶尔对他

的殴打。保罗是在安东尼破碎的拼接

空间里的另一把钥匙。

这两把钥匙不在安东尼手上，而

是在女儿安妮的控制里。所以安妮在

安东尼的记忆时空中总是作为他者出

现，安妮代表着秩序的实存时空。因

为疾病，拼接时空与实存时空之间的

对抗，在安东尼这里是无力的，从一开

始就是虚张声势，不断妥协的。父亲

在拼接时空中的惊悚、挣扎、愤怒、委

屈与迷失的生命体验，才是影片真正

的叙事目的。它是人类对一个不能掌

控的和理解的世界的本质体验。这让

影片的主题拥有了超越了阿尔茨海默

症（《依然爱丽丝》2014）以及老龄化社

会（《爱》2012）等具体社会议题的深

度。观众不仅从 80 多岁的安东尼身

上联想到认知障碍症患者，想到年老

的家人，更会看到我们自己，看到记忆

之于个体存在的最孤独一面。也会让

人更加惊叹安东尼·霍普金斯对这一

孤岛般角色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