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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变迁中这些痛苦的

经历会让我们产生共鸣，因为

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

成长中的痛苦经历之所以让人

印象深刻，是因为多数发生于

你生命中比较敏感的时光。这

是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东

西，也是带来优秀、感人甚至有

趣的电影叙事的东西。”

——《救猫咪》

《兔子暴力》讲了一个很“时髦”

的女人救女人的故事，但它不是好莱

坞女向爽文，而是一出低沉、复杂的

女性悲剧，它像座用镜子做成的女

监，里面囚着各式各样的女孩、女人，

将她们在囚牢里冲撞、挣扎的创与

痛，照给我们看。

英文片名：Oldtown Girls，开片

定场镜头里出现三个衣着时髦的女

中学生，随之作为故事背景，镜头拂

过一个老旧的小城，那城里有旧农村

的痕迹，也有被废弃的大工业的印

记，很典型的一个中国老城。我们都

知道，艺术片不同于类型片，艺术片

的人物不活在虚拟的假定戏剧情境

里，而活在一个尽可能摹写真实的生

活空间中，并且其人物的动作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越有机越密切，这部艺术

片的成色便愈佳。

后来，影片通过女主角万茜之

口，更是直接点明了故事的来处

——米易，这座小城隶属四川省攀

枝花市，安宁河与雅砻江交汇处。

跟很多小城一样，在老城区之外，平

地而起一座新城，中间用一条隧道

相连。我的家乡就有这样一条隧

道，每当我穿过这条隧道，如片中万

茜所说，就像进入一个时间隧道，这

头是我亲历过的旧时光，那头是我

未参与的新世界。

电影里，她们——三个女孩和其

中一个女孩的妈妈，一行四人到了隧

道口，但影片没有让她们穿过去，而

是将她们困在了这头，正如片中她们

的际遇，她们都困在自己的牢里。与

男性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同，女性的一

生往往执着于情感世界中的相互关

系认定，困住她们的牢也往往源于对

某段情感的踟蹰或执着。明明可以

通往外面世界的隧道于她们虽然不

通，但那黑黑的隧道口短暂的化身为

情感的树洞，让每个女性都能诚实的

面对心底的渴望，果然，她们的渴望

全都与爱有关，有女孩喊出暗恋的男

孩的名字，有女孩喊“爸爸，放我走

吧”，有女孩对妈妈说：“我愿意，我愿

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影片的整体戏剧张力集中于也

是最值得人琢磨之处是悲剧到底怎

么一点点酿成的，编导的节奏控制得

很好，前面一直在不紧不慢准备着促

成悲剧的各种成分，精工细笔的描摹

着这出悲剧的底色——老城里生长

的三个女孩无一不受困于这个城最

常见的苦痛——贫瘠、离散，但三个

来自单亲家庭的少女又各有各的不

幸，富家女金熙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除了粗暴怼人就是靠自残、假绑架来

舔舐内心伤口，乖乖女马悦悦有个自

卑又狂暴的爸爸，一直战战兢兢承受

着笨拙、粗鲁、一厢情愿的父爱；主角

水青父母离异，父亲已经重组家庭，

无地自处的她把重逢的妈妈当作诺

亚方舟。

如果水青的妈妈曲婷不回来，

这应该是一出平静的悲剧，少女们

在平静中绝望，在绝望中沉沦或突

围，而昔日小镇的文艺青年曲婷的

归来，炸开一滩死水，让悲剧来得更

“抓马”了一些。曲婷欠了赌债，本

来想回来卖房筹钱，可老城老房根

本卖不掉，眼看还钱期限已到，水青

为救母铤而走险，意图假绑架自己的

好友，阴差阳错，最终导致误绑、误

杀。隐隐作痛的内伤就此终于敞开

成血淋淋的创口。

曲婷，是个值得说道的角色，如

果没有她，《兔子暴力》只是一部自怨

自艾的青春伤痛片，而有了她，《兔

子》露出了不那么乖不那么揽镜自怜

的更成熟更世俗也更真实的一面。

扮演者万茜，表演是极好的，但相对

于曲婷，她可能有点太讨人喜欢。曲

婷，身上投射了创作者对于女性更为

复杂也更为客观的观感，她自视甚

高，是小城走出来的舞蹈家，从电影

里看，舞是会跳的，但跳得多好倒不

见得；爱虚荣，爱“撩汉”，智商也不

够，惹麻烦自己搞不定还连累家人，

但与这些显见的缺点共存的是她依

然可爱，她肆意生长、浪漫热烈，像个

永不长大的小女孩。很难不爱上她，

毕竟，爱只是一种感觉，不需要绝对

正确才能爱。中国文艺作品中太多

完美的“女德楷模”，像卡门、包法利

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带有明显

瑕疵的女性角色并不多见。

《兔子暴力》总让我想起早年间

的李玉，它甚至比李玉更好，起码在

最后一段失控的凶杀，导演申瑜表现

得非常稳健，分寸尺度刚刚好。艺术

电影中的凶杀不好把握，因为两者存

在一种叙事张力的悖反，一涉及凶杀

就很容易进入类型电影的封闭式、

“内指向”叙事张力，因为观众对凶杀

这一非寻常事件的关注度会高于其

他一切，而艺术电影从本质上说追求

的是开放式的、“外指向”的叙事张

力，它应该向外指向生活，而不是向

内指向某个戏剧冲突或戏剧元素。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无疑是娄烨和

刁亦男，娄烨还是偏艺术片一点，而

刁亦男的处理偏类型多一点。女导

演截止到目前看来在犯罪片方面依

然没有显示出跟男性导演相等的驾

驭感与稳定度，申瑜在《兔子暴力》中

对于失控的凶杀的处理很聪明的固

守在她的人物立场里，没有去生硬追

求犯罪段落中的凌厉与冷感，而是以

人物的主观感受出发，以人物的反应

动作为基准，主观真实表现了两个笨

拙的犯罪者，是如何一步步坠入犯罪

深渊的。杀人之后，故事也没有做更

多的延宕，直接以此为尾声，既能做

到余音袅袅，也避免了观众更多的注

意力进入到凶杀案及其后续中。

故事尾声，一辆车，载着三个穷

途末路的女性驶向黑暗。水青回头

看向被自己无辜杀害的好友，两人最

后的交谈犹在耳边，好友最后的愿望

是能摆脱暴虐的父亲，去成都跟大学

同学一起租房住。想起一篇文章讲

述为什么有那么多宁愿漂在大城市

也不愿意回老家的女孩，其中一个女

孩非常理性地回答：因为在中国，越

往乡村走，留给女性的自我生存与发

展空间越狭小。

电影里水青搭上了自己，搭上了

另一个无辜女孩的性命，还是没能成

功营救妈妈。而电影之外，这些日子

陆续翻车的几位演艺明星被网友找

出这样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由单亲

妈妈养育的孩子，随之问责的鞭子便

指向了这些妈妈：“你们是怎么养孩

子的”？妈妈们饮泣，忏悔，自责，而

那些离婚时理直气壮将管教孩子的

责任全权扔给妈妈的爸爸们呢，此刻

他们又在做什么？想什么？

我相信绝大多数母亲都是尽其

生命中的所有在养育孩子，欲强壮一

个民族，须先强壮他的母亲，想要孩

子们拥有健康充盈愉悦的生命，请先

让他的母亲拥有健康充盈愉悦的生

命，当母亲自己都活得捉襟见肘、如

履薄冰，她真的已经没有多余的生命

能量能传递给她的孩子。

救妈妈的路还很长很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周舟

《孤注》：

院线纪录片的新样态

■文/赵 军

院线影城及中小影片方
应该组建策略同盟

■文/王小鲁

资本逐渐退场必将突显从业团

队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还需要每

一次实践当中的努力。我们明白不

忘初心教育有一句老话“不忘来时

路”，今天已经能够拿出《中国医生》

和《长津湖》的博纳影业集团当年就

是从中小影片和与院线组成策略同

盟开始自己的长征的。

影城与国产片的策略同盟在今

天还有着不同于昨日的更加深远的

意义。昨天关于整个产业的探索仅

仅是探索，而今天则已经看到了方

向，需要的是有更加坚强的团队去

战胜黎明之前的挫折，因为昨天是

脱胎换骨，今天却是战略重建；昨天

仅仅是很少的一片产业秧苗，今天

我们带着的是一大家子。

策略同盟是昨天我们起步的难

得的经验，而在今天则是影城战略

大转折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说策略

同盟是今天的必由之路？这个一般

用在产业上升、资源集成的阶段最

有效的整体大于总和的策略，今天

的新的意义在哪里？

意义就在于在当下很多从业团

队丧失意志、看不到前路的时刻，我

们必须集中起能够依然奋战的影城

和院线，要的不仅仅是报团取暖，而

是杀出一条血路，赢得一次次档期和

新片上映的胜利，重新同构产业院线

新的认知和规划市场新的地图。这

才是策略同盟的真正的意义。

同盟便是不单打独斗，但是同盟

需要有第一步的迈出。今天中国电

影产业组建策略同盟有四个非常有

利的条件。第一是中国电影创作的

影响力和产业规模早已不是二十年

前，国产片生产在三大领域仍旧在

乘胜前进：

一是现实主义的更多的另类题

材和故事的开拓。一般而言所谓影

片另类就是没有市场先例，院线影

城因为看不到先例而放弃的案例比

比皆是。1995 年曾经名噪一时的大

热电影《红樱桃》，开始的时候就是

无人敢于问津的，中国电影市场的

策略同盟就出现在这部先冷后热的

影片当中，后来这部影片当年拿下

了 6500 万元票房。

另一部影片是八一厂的纪录片

《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当

年可没有今天《跨过鸭绿江》剧集上

映时全国热烈的市场条件，中国电

影市场的策略同盟就是从广州开始

的，从当时的广州电影院一个六十

人的小厅开始，一周时间拿下 25 万

元票房，结果飞快地传遍全国市场，

成为了新时期第一部票房大爆的国

产纪录片。

所以策略同盟的实践依托首先

就是题材突破的中小影片，这些影

片的产出是大量的，而故事带着满

满的信息量，中间不乏优秀的作品，

它们是当下中国电影不断走向多样

化道路的最好见证。今天这样风格

各异而故事唯一的中小影片有着在

不同的地域可能成功的各种机会。

二是中国电影的创作团队在产

业发展的熏陶下早已雨后春笋般存

在于东西南北，他们只需要影城院

线的策略同盟伸一把援手，对准他

们各个创意独特的影片策划上映的

“招儿”，一定能够有或大或小的斩

获。最近我接触到了三部影片，千

万不要看不见好的电影。它们是：

第一次全面表现雪域高原上一

代农奴悲喜剧史诗的《布德之路》，

第一次表现宁死不弯的媒体反黑的

现实主义电影《永不妥协》，第一次

联手境外散打高手高举李小龙旗帜

的动作“爽”片《龙女孩》，它们都会

是当下更多制片公司必将成功的新

的市场启迪。

三是制片领域已经摸到了用中

小成本拍摄好电影的门道。上述三

部影片都是中等投资，但是它们的

制作团队确是在实实在在的酬金成

本当中对于制片管理深谙门道的优

秀 人 才 。 以 中 小 成 本 操 作 影 片 拍

摄，不用大明星，不用功成名就的各

种大腕，不用坑蒙拐骗的制片人，全

凭真爱电影的一股劲，不懂就问，不

懂就学。

我在行业中已经接触到了不少

这样的目前还是出品不多的中小型

公司，我坚信他们能够找到明天。我

也愿意不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市场朋

友们更加关心这些中小影片成长，关

注它们的创作与发行，而院线影城策

略同盟一定就是他们的市场臂膀。

组建策略同盟的第二个有利条

件是目前的院线影城当中不乏已经

跟着上一代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管理

人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在行业

高歌猛进的时候练好了手，懂得发

行宣传上档期的基本功，了解基本

的市场规律，而且熟悉今天不同于

昨日的市场条件，譬如观众及观众

的喜好。

当然，不是谁都能老练地操作市

场的，市场也是日新月异的，影城最

大的缺憾在于都没有亲手开发和生

成自己的互联网软件，这恰恰是策略

同盟要做的事情。这支忠诚于电影

产业的队伍我认为弥足珍贵，他们大

都四十出头，不作他想，现在有的在

蛰伏，有的在探询，有的在修整，有的

在学习。然而他们大都比较成熟了，

不容易摇摆，这就是希望。

他们带来了组建策略同盟的第

三个有利条件正是非常容易与时代

衔接。时代是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时

代，时代也是新生代的时代，互联网

进入行业是从售票系统开始的，但

也是从社交和大数据思维开始的。

大数据搜索、电商、社交就是 BAT。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绝不是一

个最坏的时代，我们的业务还没有

在 BAT 中节节开花呢。

我们的聪明智慧还没有在 BAT

中充分展示呢，这个时代已经成熟

到了都要越过它而进入新的 AI 和算

法时代了。所以，这个时代是有方

向的，只不过你愿意看到还是不愿

意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没有进

入到当中去学习和掌握要领、取得

红利就打退堂鼓的话，第一是对不

起自己，第二是对不起时代，第三是

对不起下一代。因为你没有传承。

当下进入这个创新的时代是可

以以策略同盟的方式一起去与 BAT

合 作 ，创 新 新 的 电 影 产 业 营 销 路

径。而策略同盟的资源价值极大，

它首先应该成为传统行业（电影）和

互联网计算机以及大数据算法合作

的 连 接 器 。 在 这 个 未 来 的 大 连 接

中，现在就可以预见到外面的天空

辽阔无比。

第四个有利条件也是最有利的

条件当然就是国家的城镇化速度，

还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倾向。第七次

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城镇人口还在

大幅度增加。它预示着中国的高素

质人口在继续增加，即人口素质在

飞快地提高。今天你看看那些曾经

落后的城市，人口多了而环境也整

洁漂亮了，就知道中国社会的人口

素质在进步。

而这也意味着人口红利在中国

有着新的意义，即质量的意义，也是

电影人口逐年增加的意义。人口结

构的改变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

社会结构的改变则会带来文明结构

的改变。文明结构改变的题中之义

就是更多的社交生活和更多的民意

表达，而这很有利于优秀电影的传

播和市场的自由竞争。

中国文明有一个特征是鼓励更

多的进步的认知，尽管变革之路不

乏曲折甚或倒退，但总的趋向是前

进的。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尝试和

更多的小的成功，更快的组建策略

同盟和更好的连接互联网大数据的

大时代。策略同盟要做脱颖而出的

产业先锋，看到困难，更看到光明。

确实很多影城院线今天很困难，

面对疫情和商场租金，面对资本退

潮和节目减少，面对多元化的影视

播出平台，但是不能干等。策略同

盟要找的首先是那些不等的影城和

团队，要团结的首先是那些不认命

不信邪的公司和个人。我们相信，

影片成功，发行成功，和电影市场策

略同盟成功一定会是明天中国电影

产业最新的辉煌。

《兔子暴力》：

救“妈咪”的悲剧

周浩的《孤注》很是生动、犀

利，选材方面很敏锐，介入了当下

心理咨询领域，这其实是一个有

拍摄禁忌的领域。他拍了若干人

的生存困境，分析其人生痛苦的

根源。影片最后导演把自己抛出

来，接受被拍摄者的质询。这种

公开的自我反思以及伦理讨论场

景在前些年纪录片中常见（周浩

本人当然也是先行者，比如他在

《龙哥》里面的自我暴露），但当这

种方式面对大众的时候，它仍然

是新鲜的，仍然点燃了观众的热

情。这是我看了《孤注》之后在朋

友圈写的一条评论。之后《孤注》

在 FIRST 电影展上获得了最受观

众关注影片的荣誉。

这部纪录片主要拍摄了两位

有严重创伤经验的人，一个叫佟

梅梅，是心理咨询师，她本身就有

严重的心理问题，童年不幸、家庭

关系和中年坎坷让她十分脆弱，

随时处于崩溃中，她作为严重心

理问题携带者却要展业，为他人

咨询，这里面似乎有着职业伦理

上的问题。但又不那么简单，其

实没有拥有严重心理创伤的人，

可能是无法通过逻辑推演和业务

学习，进入病人们相同或类似的

人生情境的。

另外一位是在台北的舞者，叫

姚尚德，他童年曾被别人性侵，家

庭对他也是冷落的，这些过往强

烈地影响了他对世界的体验，损

害了他在世界上的幸福感。但是

他仍然勇敢面对周浩的摄像机，

讲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只是

他并不愿意去看那些被摄录下来

的影像。

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呢？我

只在影院匆匆看过一次，有点忘

记了其中微妙的部分。但是我记

得他有着独特的苦涩的人生观，

愿意将自己置身于苦涩当中，置

于一种悲剧位置上，仿佛这让他

满足。

我记得一句诗里面写的，痛苦

是 生 活 里 面 的 蜜 。 通 过 以 上 描

述，可以看到两个人物的生活以

及性格展开中所可能具备的戏剧

性，以及所具备的潜力与社会历

史分析的能量。他们是有力量的

人物，揭示他们的生活和深层意

识，就是揭露社会的文化结构和

深层意识。

但是去拍摄他们必然也很有

风险，导演要面对这样艰深和复

杂的脑回路，其实很考验导演的

思考能力和周旋能力。在纪录片

《孤注》的开头，导演周浩就把自

己的声音放入进去了。他对被拍

摄者佟梅梅开玩笑说他要拍她化

妆，因为这样才真实。这个开场

显然是一个文化态度和宣言，他

要在片子里面思辨生活真实与镜

头真实的关系，同时导演也展示

了自己的存在。

在整部纪录片中，导演都要面

临被拍摄者的心理障碍，比如佟

梅梅被拍一段时间就要喊停，因

为她受不了了，需要调整。我们

有时候相信摄像机是一种治疗，

但 其 实 摄 像 机 也 可 能 是 一 种 电

击，有时候会使得事情变坏。但

它最终往往会促进一种开放性。

最后导演主动问佟梅梅的感

觉，佟梅梅说，我其实不理解你为

什么摄影师在拍摄我的时候，你

老是一个人在边上玩手机。你没

有对我打开，你在回避对我打开

你的内心世界，而只让我展示我

的 内 心 世 界 ，这 样 让 我 非 常 难

过！佟梅梅甚至哭了。她问周浩

为什么。作为导演的周浩也支吾

了半天，没说出究竟，他最后说也

许我就是这个性格吧！就搪塞过

去了。

有的观众看了这个片段后，觉

得周浩不真诚，他没有真正剖析

自己。我了解周浩的性格。我觉

得，他是一个温和甚至有点软弱

的人。至少他将自己的不勇敢，

勇敢地放进了影片当中去了。

记得在浙江一次放映会上，学

者张献民批评周浩在某部纪录片

中的拍摄有问题，周浩回答的方

式是，不要把纪录片看得那么重

要，他说他不认为纪录片能做什

么。结束后，我对他说，你这样太

自我消解了，有逃避的意味，其实

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回答的。

也许正是周浩的温和，以及有

时候给人感觉和稀泥的一面，使

得他能够拍摄到别人拍摄不到的

领域。他的退一步的方式，以及

不给出那么绝对的解释，也许是

他作为一个中国纪录片导演在这

个社会所必须使用的沟通策略。

那位台湾人在《孤注》最后也

公然指责导演，说，我不拍了！导

演就这样通过被拍摄者的公然否

定来否定自己，来否定自己的拍

摄行为，来展示自己不安的道德

思考，来传达自己的内疚感。这

个导演的自我反思一方面是真诚

的，一个方面也是叙事的需要，这

是这部影片超越当下院线纪录片

叙事所需要的戏剧性。

纪录片领域的剥削和对他人

私人空间的侵犯，一直是非常重

要的话题，尤其是在独立纪录片

界，很多年前大家就在讨论这个

问题，很多导演在影片拍摄过程

中直接展示这个纠结的过程。我

看到很多独立纪录片中在展现这

样的思辨过程。

所以周浩的这部《孤注》的拍

摄方法，就他自己的作品史而言，

都没有多少超越。但放置在当下

院线领域，它是新颖的，富有刺激

性的。

所以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其实

中国独立电影这些年真的为院线

输入了很多新鲜血液。

周浩的这部作品在 FIRST 有

所 斩 获 ，祝 贺 他 。 另 FIRST 这 次

放映的影片中，我还看过两部剧

情片，分别是《房间里的云》、《最

后的告别》。在这里也说一点感

想吧。

《房间里的云》在气质和气象

上都不错，当然有人认为他过于

沉溺于自我了。我对它疑惑的地

方，在于它表达了女性对男性的

过度的精神依赖。但导演很会调

动观众的感性，摄影和演员都不

错，整部影片很有气氛的样子。

《最后的告别》获得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的荣誉，我肯定它的

社会批判意识，它对于社会疼痛

感的敏感捕捉，影像营造上也很

下功夫。导演本身做过保安，所

以 利 用 了 大 量 仿 造 摄 像 头 的 镜

头，只是这个手段的内涵发掘没

有 多 少 新 意 。 美 学 语 言 上 有 点

旧 ，思 想 上 相 对 简 单 ，它 获 得

FIRST 最高奖，虽然这个奖是针对

导演前两部创作的，但这也许仍

然是一个指标，证明了当下电影

创造力的艰难或者评价系统的不

稳定。

这也证明可能其他影片更加

不如人意吧。今年 FIRST 纪录片

佳作不多，整体水准一般，青年人

往往是未来电影产业的后备军和

预备队，创造力的委顿，创作者个

体精神强度的削弱，都很值得分

析。为什么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