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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 虞 晓

《超越》：一个Loser的自我修养
■文/赵 军

电影与国家安全的
角度与题材

■文/周 舟
稍加关注一下就会发现今天国

家安全的概念已经深入到了社会

各个角落。这些与电影有什么关

系？我们的影片很少传递关于国

家安全的概念，但是欧美影片在炫

耀他们的战略和科技手段的时候，

却把称霸世界的价值观和全球战

略展示得一清二楚。这个世界存

在着霸凌但更存在对抗，当我们怀

着惊讶的心情醉心于大片的征服

性过瘾时，不能忘记这些似乎只是

在银幕上炫耀的画面，也许正是某

国军方的一次战术演习。

在美国电影里，每一年都会有

国防部、情报部、战斗直升机的全景

和特写呈现出来，虚构某一些国家

的恐怖分子，在一连串的谍战后开

始了小分队或者重装部队的进攻。

对于制片公司来说，国家安全是一

个很好的说辞，是影片获得投资和

民众关注的市场准入的大概率。

对于军方和武器制造商，这些

信号也许更出自一些战争机器和

血腥的狂人。再没有比他们更热

衷于年复一年军事题材的电影投

资，因为再大的投资也不过只是一

场小小的军事演习。

相比之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

军事行为的电影表现，目前止于

《战狼 2》，这里不包括历史上的战

争譬如抗美援朝以及解放战争等

等。在不断地读到西方大片的战

争构思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对应的

当今战争电影。更多的是在“隔江

犹唱后庭花”，而对方正在警告我

们，一旦开打就是这样。

目前银幕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就

有两个这样的信号：一个是极高的

科技，另一个是它们正在使用于新

帝国主义的霸凌行动中。不要以

为这些是和平的信号，和平的氛围

在银幕上有，那是中国电影。极高

科技包括瞬时定位、无网通讯、红

外线温度导航与声频炮弹等等，这

是美国电影。东西方在战争极高

科技间的差距就是电影所已经告

诉我们的差距。

在现实当中这种差距一定更

大。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是安全

的保障，而安全取决于对对方的反

杀伤，在于一次报复中制止对方的

反击能力，进而必须足够快速地消

灭对方的指挥首脑。对于银幕而

言，这样的题材和角度当然带来极

大的恫吓与讹诈。

中国电影能不能同样有力地开

发这样的题材？譬如不同形式的

战斗和非同一般的国家安全威胁

招致的心理影响。承平日久了，光

看别人打仗，不知道现代化战争逼

近个人生活了。这就是国家安全

对于电影和我们提出的拷问。

对于当下的危险，社会传媒普

遍正在从以下三大方面瓦解着我

们的国家安全意识。其一一定是

莺歌燕舞的软性宣传。今天的世

界性对抗离我们貌似很远，“改开”

与建设正在一次次地“顺拐”下去，

很快我们就能够再一次崛起在新

的世界台阶。这是最大的麻痹。

茫然于没有对手发起突然袭击

的任何意识，哪怕只是模拟的战争

意识或者仅仅只是如同电子游戏

一般的安全敏感，我们的国家安全

在关注的视野中都不存在。我们

的身边就有时刻在战争状态的民

族，在北方，“战斗民族”每一天都

升起战机扑向中东，而太平洋和南

海的上空早已战云密布。我们有

什么理由侥幸与逃避？

其二是战争科技之于国家安全

的威胁。当今一个民族在战争科

技方面动员一切应该动员的力量，

是为着立于不败之地，是为着少死

很多人，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非投

降与妥协。其实世界间谍网络每

时每刻都在窃取对手的科技，“金

主”无处不在，策反与背叛时有发

生。核心就在情报。越是国家强

盛的时候越要记住正在发生的国

际格局：玫瑰花盛开，芒刺也盛开。

我们的电影很少涉及科技升

维，尤其是战争科技的赋能。各种

无厘头、无聊、庸俗趣味的故事不

但消解着观众的世界认知，而且造就

着远离科技、远离奋斗、远离进取的

“精神残废”的一代人。眼下这一代

人活的太轻松了，太不知道在中东、

在拉丁美洲、在北约的轰炸机所到范

围内人们生活的世界。

其三是纯经济、纯金钱、纯享乐

的意识形态。对于今天的时代，这是

最腐蚀那些所谓中产阶层世界观和

价值观的。这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之

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阶层，他们从

一般的公务员、参照事业单位待遇的

工作人员直到大型企业集团的管理

者，到政府机关的核心人物，谋求安

稳和家族的富裕，却没有国家与民族

的安全意识。

当人们热议“躺平”的时候，我愿

意说这样的精神状态很容易出现各种

的背叛。电影是当代生活最重要的信

息传播载体，电影所传递的信号充满

着物质金钱与享乐，足够将这一种人

年复一年地“培育”出来，演变出来。

试想今天掉进犯罪而背叛国家深渊中

去的人还少吗？敌人并没有“躺平”，

对手在选择进攻角度，“金主”们设计

着腐蚀拉拢的场景和端口。

国家安全是靠一块块坚实的砖

石构造起来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价

值观就是这样的一块块砖石。当一

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表面一

个样、实质另一个样的时候，当一个

国家本有的真善美社会风气危险地

变成自私自利、不讲奉献的时候，当

更多的青年人、中年人不愿艰苦奋

斗，总是得过且过而贪图舒适的时

候，或者计较自己的抱怨，还会有国

家安全吗？

这个时候电影作为传媒在干什

么！大约一年前我看到过一部俄罗

斯国防电影，大意是一支新兵队伍正

在过着和平年代的安逸生活，突然接

到上级紧急训练的命令，于是新兵们

出发了。他们开始了长途的行军跋

涉，翻过巍峨的群山，穿越着阴森的

密林和沼泽。在浓雾中，新兵突然遭

遇了一群德军，战争在猝不及防中闪

电式开始了！

这群刚刚还在训练中，并且从学

生和少爷的状态之中全然未醒的孩子

开始经历血与火、战斗和牺牲。德军

继续进攻，国家大片土地在沦陷……

战友们九死一生之后，战争胜利了，

幸存的士兵回到了出发的营地，浓雾

散去。这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影片，讲

述的是一个虚幻的故事，但是过程非

常逼真，中间难以想象战争不是真实

发生的，但每一个观众却和影片中的

士兵们一样在剧情之中熬过了生死

淬炼。

很长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电影就

是电影，电影并非现实，也不用承担太

重的责任。哪怕这种责任出现在眼前

了，我们还可以有理由顾左右而言他。

是的，当然有很多的人无需承担

太重的责任，这也许应该就是幸福生

活和幸福国度的标志。当国家安全

这一严峻情形出现在当前时，我们一

定还是会说，那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在

替你负重前行。

需要睁开眼睛看清楚的是，中国

正在从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进入

到了既有对话更有对抗的世界格局

改 变 期 。 国 际 格 局 经 历 着 二 战 之

后、新自由主义高峰之后、从意识形

态 竞 争 到 文 明 冲 突 之 后 的 最 大 改

变。应着时代的变化，大国的新全

球战略调整都在其时。这是本文提

出国家安全意识之于文化与艺术意

义的背景。文化工作承担着人性与

塑造灵魂的任务，在国家安全的话

题上，人性与灵魂的电影锻造同样

有着自己的角度，也许还真的是淬

炼的角度。

这个角度也许已经成为了一条

战线，不是虚构的过去的战线，而是

当下正在出现的隐秘的战线。在这

条战线上，一个真相是国家安全的威

胁与存在，一个真相是出卖与忠诚的

抉择。当下的银幕是否可以有这方

面更多的信息，释放更多的信号？我

认为电影创作可以从这里切入，打开

一个新的领域，而将国家安全与人性

的考验深刻地放置于人们的认知当

中，而且置于我们使命的高度。

《超越》是一部成色很不错的体育

影片，与几年前的《破风》不同，它几乎

没有预设体育技术壁垒，剧作着力之

处也并不在赛场上的成绩突破，而在

赛场下人生中，如何面对平庸琐屑的

生活与自我。编剧、导演利用经典的

艺术手段，较高质量的完成了一个

Loser的精神画像，炖出一锅对症“小确

丧”的“多巴胺鸡汤”。

隐喻Mataphor

聪明的电影工作者，都会为自己

的故事主题找到一个非常视觉化的隐

喻。《超越》的第一个镜头就精准点题，

郝超越和吴添翼，躺在相邻的两条跑

道上，简明清晰地图解了他们的关系，

既是亲密战友，又是竞争对手。

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郝超越：“你知道百米最美妙的是什

么？是枪响后，这世界只剩你和终点。”

吴添翼：“那终点之后，是什么呢？”

郝超越：“我他妈怎么知道？”

寥寥几句，将影片主题转化为一

个可见、可感的视觉隐喻，贯穿于整部

影片的始终，同时也将两个男主角的

性格具体化。正值竞技状态巅峰的郝

超越，眼中只有终点，而对终点之后，

意指体育生涯结束之后的平淡人生，

他毫不知晓也毫无准备。

而吴添翼作为郝超越的“迷弟”，

他的体育生涯才刚刚开始，他眼里甚

至都没看到终点，只看见前面跑着的郝

超越的背影，他的人生梦想如此懵懂而

稚嫩——永远跟着心爱的超越哥哥跑。

从影片一开始，他此后的隐忧已经被编

剧和导演埋设好了——当超越哥哥不跑

了，我又为了什么继续跑下去？

片尾是一部影片的落点，也是一

切意义、阐释的归处，《超越》片尾落笔

在另一个视觉隐喻——烟花，璀璨不

过几秒，便归于无边的暗夜与寂寞，然

而终究在夜空中惊心动魄地闪耀，正

如这群年华已逝的昔日赛场英豪，人

生难得一回搏，奋力拼搏过，便不负青

春、不负自己。

对比Contrast

对比，是很好用的艺术创作手段，

又简单又有力量，《超越》就非常擅用

对比——短与长，成与败，荣与辱……

郑恺用130斤和160斤的体重差，

形象化了郝超越退役前后的十年巨

变，圆肚肥臀的中年油腻感，叠加没脸

没皮的生意场老油条感，与当年那个

倨傲冷峻的追风少年形成的鲜明对

比，锋利如刀。

最妙的对比当属长短对比，影片

选择了所有运动中最短的一种，百米

赛跑，优秀的选手挑战的就是跑进10

秒。为了赛场上这不到10秒，多少人

在我们看不到的赛场下付出了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个10秒。10秒辉煌灿烂之

后，30岁退役大限之后，漫漫的人生数

十年，从零开始的他们，如何在并不擅

长的生活中再赢佳绩，又或者如何面

对此后无尽的下坡路？

《超越》揭开了职业竞技体育残忍

的一角，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唯成绩论，

全国观众的密集关注甚至谩骂、多年

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职业伤痛与服药治

疗的禁忌、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残酷现

实……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么多奥运冠

军，除了极少数人，退役之后都淡出我

们的视线，偶尔还会有一些前奥运冠

军贱卖昔日金牌的报道见诸报端。而

他们作为奥运冠军已然是站在金字塔

尖上的职业体育人，更多的体校生、职

业体育人，根本连名字就没机会留下，

就泯然于众，或者如《超越》中所描述

的那样，过着比普通人更艰难的日

子。他们可曾质疑过自己曾经挥洒的

汗水、咬牙的拼搏？

误导Misdirect

悬念与反转，是编导者留给观众

的惊喜，而想营造出这种惊喜，便离不

开成功的“误导”。《超越》从一开始竭

力引导观众去认定郑恺扮演的是一个

逃兵，而事实在接近尾声才揭晓，原

来他从不是怯懦的逃兵，而是一个搏

到尽的勇士。十年前，作为一名年近

三十的职业短跑运动员，为了突破自

我、提高成绩，他不惜出国，换教练，

换起跑脚；为了赢，他押上了自己的

所有。而十年后，转战商场，他依然

是秉持着搏到尽的态度，然时运不

济，非不战之罪。

“误导”导致的对人物的误解，被

澄清后的反转效果是强大的，一个努

力搏到尽的斗士的失败，显然比一个

逃兵的失败，更具有高道德的悲剧

性。笔者莫名想起了在甘肃白银越野

赛中倒下的跑者黄关军，想起有网友

为他写下这样的留言：他那么竭尽全

力地奔跑，为什么依然逃不过人生的

噩运。

同样的“误导”也发生在与郝超

越形成镜像关系的另一男主角吴添

翼身上，影片的前半段他被有意塑造

成一个无忧的阳光男孩，而进入影片

的后半段，我们才从“误导”的迷途中

走出来，了解了这个人物的真相，原

来他是一个从小罹患注意力障碍被

孩子们欺负的特殊孩子，是郝超越、

是跑道，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要

说逃兵，他才是逃兵，他从不如意的

生活逃到了跑道上，这样的人生经

历，也让他更害怕面对“终点之后”真

实的人生。

你以为的逃兵是勇士，你以为的

勇士是逃兵，双向“误导”拧成了一种

奇妙的绳扣结构——对称、镜像、环

形，看似两结、实则一体。

类比Analogy

电影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如何

让这个人的故事感染观众，当然是引

发观众的共鸣。而所谓共鸣，从深层

次来说，就是建立起一种类比关系。

《超越》讲的不是郝超越一个人的

故事，而是体校一群人的故事。他们

的命运交互映照、叠印、影响，组成了

一个命运共同体。

百米赛场上，后浪一浪浪把前浪

扑在沙滩上，郝超越十八岁的时候，超

过了同队的大师哥成为百米赛场的王

者。十年后，他眼见着后期之秀吴添

翼成绩跟自己越来越接近，在不久后

的一天就要超过自己。而又一个十年

后，吴添翼也进入自己职业生涯的低

谷，伤病、成绩停滞、精神压力纷至沓

来。“再过五六年，你也会跟我一样”，

郝超越一语成谶，这正是吴添翼最害

怕的。他追着超越师兄的身影跑上跑

道，全速冲向终点，可是终点之后是什

么呢？看到了“终点之后就这样”的结

局，他再也找不到奔跑的力量。

当郝超越说出“我不是输给你，我

是输给了时间”，《超越》所讲述的故事

甚至都已不局限于职业体育人这一群

体，而触及到更广大的普通观众。

从这一终极意义来说，我们所有

人都是Loser，与时间的赛跑，此生总有

一输。那我们此生的意义何在，拼搏

的意义的何在，努力奔跑的意义何在？

《超越》用100分钟的迷惘，20分钟

的振奋，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拼搏没有

终点，生活就是一个百米，又一个百

米。Keep Runing，直到最后。人生的

意义，终究是要自己赋予的，至少此生

我跑出过最好的自己。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要一种

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

然热爱生活。”那郝超越无疑是英雄

主义，影片最后，四十岁的他，拖着

160 斤的肥硕身躯拼尽全力的奔跑

时，借由最经典的电影手法——闪

回、蒙太奇，他穿越回十八岁的赛场，

时间固然衰老了我的身躯，却粉碎不

了我拼搏的意志，也抹却不掉我奋斗

的记忆——“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

与自由”。

导演温仕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

访中提到，处女作《热带往事》是在

广东家乡，在从小熟悉的语境中完

成的故事。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 90 年代和地处开放前沿的南

方小城，为读解这部影片提供了注

脚。片名中的“热带”首先是一个地

理和气候意义上的概念，也是一个

时代的喻指，在传统/现代交替转型

期，旧的规则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

建立，欲望横流让人心里躁热不安。

监制宁浩认为温仕培“有一套

完整的审美体系”，作为“坏猴子 72

变计划”推出的第 4 部作品，《热带

往事》是一部叙事格式精妙的黑色

电影。可以这样说，在黑色电影的

类型框架和常见的叙事模式之下，

影片找到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

电影化、本土化讲述故事的方式。

《热 带 往 事》由 主 人 公 王 学 明

（彭于晏饰）出狱前的个人回忆展开

故事，经由他的讲述，我们看到了这

个有罪的“好人”，在注定失败和无

望中的挣扎。个人回忆带有带有强

烈主观性，这种依托于主观叙事视

角，采用倒叙、闪回等非线性时间结

构的复杂叙事模式，其实是黑色电

影中常见的叙事惯例，它与传统好

莱坞全知、客观的叙事模式以及连

续、完整的叙事过程形成了鲜明对

比。强调主体性的主观视角是现代

主义叙事艺术的典型特征，通过放

弃对叙事言之凿凿的“担保”，表达

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怀疑、反思和

批判。

《热带往事》开篇不久出现了几

组通过叠化、融合进行时空转换的

镜头段落组接，这种“古旧刻板”的

剪辑方式在当下的商业电影中已极

少出现，与影片的现代主义风格更

格格不入。结合电影的故事才能发

现视听句法“拧巴”中的意味。传统

时代，空调修理工王学明是热带小

城的“侠客”，他救人脱离“热”海之

苦，也对不良少年玩笑般使用暴力

维护规则（未满 18 不准抽烟）。视

听语言的不合时宜实际暗示着他和

人心燥热时代的“拧巴”。这段镜头

语言神似施隆多夫在《铁皮鼓》中的

妙笔，叙事方式同时成为一种对电

影本体、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尝试或

者反思自指。

当视听语言恢复“正常”之后，

“拧巴”就进入了王学明的内心。《热

带往事》可以视为一个“侠客行”的

故事，只是江湖就在自己身上。一

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搏斗，其实是理

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人性的搏斗，也

是现代性带来的道德理性和工具理

性的搏斗。这在影片中被反复出现

的镜像所指代，碎裂的镜子中每一

片镜面都映出他的样子，王学明哲

学意义上的痛苦在于，他无法确认

“我是谁”，他缺乏一个清晰的镜像

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构出主体。当

女友离开宾馆的房间，镜子中王学

明的形象终于完整，他已经决心要

进入那个人心燥热的暗黑世界。对

这个世界的表现，色彩甚至起到了

比光线更为重要的作用。

红与绿，构成了影片中最重要

的色块。王学明驾驶红色面包车，

钥匙牌上的红色号码，走神撞上老

梁、加入街头群殴和最后与无名杀

手的搏斗，场景中都充斥着红光。

如果说红色的出现伴随着欲望、暴

力和危险，那么影片中从已经发绿

的鱼缸中捞出死鱼，数次回到车祸

的现场的草地，从散发出绿光的河

水中救出梁妈（张艾嘉饰），象征生

命的绿色，也被赋予了神秘与死亡

的意味。王学明隐没在河边绿色的

芦苇丛，是他命运真正的拐点，他自

此进入暗黑的世界，也开始了自我

救赎的旅程。

这份救赎之所以如此艰难，也

是影片中黑色气质最浓重之处，是

燥热世界里的孤独，和孤独带来的

无所适从和绝望。王学明的孤独在

于他无法说（女友追问时），说了也

没人听（投案自首时）；梁妈的孤独

在于她必须活在社会的伦理规范之

中，哭或者不哭都由不得自己，心事

只能讲给陌生人；陈警官（王砚辉

饰）讲出口的都是审讯，他关心的只

是案情。他们都是“好人”，却无法

形成对话和沟通的关系。

所 以 这 部 电 影 的 高 潮 是 在 中

段，在明亮干净的环境中，在王学明

向梁妈坦白/告白的场景，他唯一一

次穿上了白色的衣服，白色意味着

承认罪过的坦诚和干净。荒诞的是

王学明内心一直的纠结、挣扎与痛

苦是无证之罪，这个让他燃起火苗

的女人与他之间终究只能是自说自

话。语言犹如墓园里吹吹打打的鼓

乐，埋在地下的亡人压根听不到这

样的声音。

温仕培用幽默的方式其实嘲讽

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他们信奉偷，偷

不着就抢。在暴力的世界里，终极

的暴力武器（8 管手枪，不用瞄准就

可以开枪）却伤了枪手自己。真正

的明眼人是唱歌的瞎子，他可以把

情歌唱得逼真动听，却无法把爱的

目光投向谁。

在影片暧昧与留白的叙事中，

给予了观众多重读解的可能性。比

如王学明和梁妈是什么关系？甚至

最后究竟是一个上扬还是下坠的结

局？出狱的王学明终于可以奔跑在

阳光之下，但他和梁妈在银幕上的

动势却是平行。孤独会被消解吗？

或 者 只 是 王 学 明 一 厢 情 愿 的 英 雄

气？

和经典的黑色电影相比对，《热

带往事》本土化改塑的痕迹清晰可

辨，一方面它弱化了暴力和情欲的

程度，更关注于人在现代性困境中

的心理表达；其次它弱化了对现实

的批判，用荒诞戏谑的手法，把人物

悲剧的动因归结为内在的主体性建

构。从这个维度上，影片其实和当

下的观众应该达成共鸣，在欲望依

旧灼热的年代，如何确认“我自己”。

端 午 节 档 期 上 映 的《热 带 往

事》，并没有取得骄人的票房和口碑

成绩，但一部好电影的评判标准是

多元和相对主观的，影片入围戛纳

电影节展映单元更说明，中国电影

的 新 锐 力 量 正 在 获 得 世 界 性 的 认

可。创新永远是艺术之魂，温仕培

在 商 业 竞 争 的 战 场 上 完 成 了 他 的

“侠客行”。

《热带往事》：暗黑世界里的“侠客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