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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真实的表演气场
和那一抹雪山上的阳光
——赞《布德之路》的演员群体

■文/周文萍

演艺圈什么时候被人称呼作“饭圈”已

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饭圈之后，演艺界还能

看得到有清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将在

全国院线上映的影片《布德之路》所以让我

们眼前一亮，重要的便是所有演员均来自

藏族，而这似乎就成为了他们是一股演艺

界的清流的理由。

导演鲁坚接到摄制影片任务的同时，

就迎来这样一批经受过内地表演艺术熏

陶，形象与演技俱佳的藏族演员。《布德之

路》被称之为几十年没有过的最好的西藏

电影，它的全部演出都由这批藏族演员、导

演及其他主创联合承担。

结果是所有参与拍摄的和最先看到影

片完成版的，都无不被他们与生俱来的，与

西藏大地高山湖泊融为一体的优秀演技所

折服。必须说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般人说的

本色演出，而是他们的演出看不到任何一

丝丝司空见惯凡俗表演的痕迹。

被称为“西藏李雪健”的演员多布杰在

影片中扮演老年的布德，一位亲身见证着

西藏千年巨变、历尽了人间沧桑的旧社会

农奴。《布德之路》是一部壮丽雄浑的西藏

农奴史诗，这部史诗的高光时刻自然都落

在主人公布德的青年、中年和老年表演的

过程中。

多布杰这位“西藏李雪健”身上有一种

自然出现的气场，在银幕上乍一出场你就

会认为这就是布德。是的，影片伊始，老布

德坐在列车上，看着车窗外骑马追他而来

的阿妈。这一幕幻觉被导演安排在影片还

没有任何铺垫的开头，放在别的演员尤其

是汉族演员身上很容易就会穿帮，让观众

出戏。

但是我们就这样和布德“见面”了，因

为我们完全相信这个就是布德。多布杰隔

着车窗深情地喊着“阿妈”，感情发自肺腑

但又十分的内敛，我不认为会有第二个演

员能够这样一下子将人完全带入。

多布杰饰演的布德已经是被农奴主挖

掉了双眼的农奴，随着一句“我虽然没有了

双眼，但我还有双耳，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

音；还有双手，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还有双

脚，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年布德变成

了老年的布德，他已经成长为“草原英雄”，

成为西藏建设模范，还到北京出席了表彰

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赠送了一把

手枪。

之后，影片的重点放在了布德为了帮

助牧民们日子过得更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多布杰演活了一个深情的老人，深情

到什么程度？影片的传记笔触处处渲染着

他发自内心的话：“是金珠玛米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是嘎巴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金珠玛米就是藏语“解放军”，“嘎巴”

是布德的恋人，也是他一生的爱的纠结，最

终嘎巴陪伴了布德一生。而前面那句“我

还有双耳、双手、双脚”的台词是布德的青

年、壮年扮演者阿旺仁青说出来的，这样，

影片当中加上童年布德，一共有三个布

德。布德在片中很多台词，这些台词诸如

上述，出自多布杰和阿旺仁青的口就是那

样纯真和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之感。

和多布杰一样，阿旺仁青也在上海戏

剧学院上学，接受过专业训练，也曾经获得

过各种奖项。然而这一次和多布杰一样，

阿旺仁青以及所有其他出演的藏族演员们

都认为是最值得珍惜，最荣幸的一次电影

出演。导演鲁坚说，不到西藏还不知道俊

男美女如此之多！不拍西藏电影还不知道

藏族演员如此可爱！

阿旺仁青生的纯真俊朗，一表人才。

多布杰带来的是气场，阿旺仁青带来的是

雪山上的阳光。阿旺仁青演出了布德的三

个身份：黑暗社会摧残的农奴、曲折情史磨

难的汉子、解放军解救而成长的“阶级兄

弟”。每一种身份的变化都带出每一场不

同的戏。阿旺仁青演到哪里，那里的戏就

栩栩如生，引人入目。

片中有一段布德为亦师亦友的边巴顿

珠（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介绍女友的戏。

女孩子叫林文娟，她是一位解放军文工团

团员，在西藏修路工地上进行慰问演出。

边巴顿珠喜欢上了林文娟，但林文娟喜欢

布德。

布德约林文娟来到雅鲁藏布江边上，

对她说，介绍一位“阶级兄弟”。林文娟直

愣愣首先问布德有没有心爱的女孩子，布

德坦诚地回答有，然后，他请林文娟答应和

边巴顿珠“交个朋友嘛！”。阿旺仁青每一

段戏都好，但这一段是全片中比较好笑的

“喜剧”。试想用给“阶级兄弟”的套语当红

娘的，换了汉族演员一定蹩脚，但同样的话

出在阿旺仁青嘴上，一切就都变得那么真

切、自然、暖心。

《布德之路》里书写了农奴的苦难传

记，但却从不忘表现人性和爱情。这一段

虽然在影片不占主要，但是布德一生做人

的善良竟也得到了由衷的表现。阿旺仁青

就是雪山上的阳光，坎坷的人生是抹在阳

光上的乌云，一旦驱散乌云，布德的外在

美、内在美就带着温度扑面而来，观众一定

会记住这句“交个朋友嘛！”。

影片就是这样，用有趣的细节来大写

人性，告诉了我们，西藏从来就不仅仅只有

宗教，还有十分本质的世俗人间的悲欢。

有压迫，有奴役，有反抗和自由的追求，还

有阿爸和阿妈的恋情，有雅鲁藏布江一样

流不尽的新旧社会的对比。

扮演布德母亲的女演员是旺卓措，这

位女演员在银幕上下的身份有着非常大的

反差，她一直是中国标准舞的竞赛选手，曾

经 获 得 过“2007 年 度 中 国 绿 色 宝 贝 ”、

“ABDF国际标准舞亚洲锦标赛”21岁以下

专业摩登舞比赛第一名等等，人称“藏族高

原的格桑花”。《布德之路》其实就是一部五

彩缤纷的电影，光是看它的演员就能够让

你感到其味绕梁三日。

旺卓措在这部影片中，放下竞舞场上

的所有风韵，出演了一个吃尽人间苦难的

藏族妇女。最感人的是当奴隶主的砍刀砍

向布德的时候，她奋不顾身地扑在了儿子

布德的身上，用自己的肩背扛住了沉重的

一刀。那一瞬间的不容犹豫，被旺卓措表

演得淋漓尽致。这真的是一个素质好到极

点的演员！

她们被逐出了庄园，四处流浪，她含辛

茹苦地抚养大了布德，最后惨死在奴隶主

“狗腿子”的刀下。导演鲁坚很感慨地说，

这些演员不管有过多么辉煌夺目的时刻，

在扮演的人物面前她们都只记得自己职业

身份的一个名字：“演员”，这就是她们始终

能够成功的原因，也是我喜欢她们的原因。

藏族演员们的戏不可能造作，尽管这

里头一定是表演，但却是与场景密切相贴

的，又深嵌在全戏当中的表演。旺卓措究

竟是怎样体会到一个藏族母亲深切内蕴

的，我们真的不得而知，我想，藏族演员的

这种天赋是否因为保有一份雪域高原的纯

洁，所以天然就能够演好呢？

扮演布德妻子嘎巴的索朗卓嘎同样传

奇，在《布德之路》之前，她已经拿过多部关

于西藏的影视剧最佳奖项。但是，当我们

聚焦着内地那些流量明星的时候，她永远

是踏踏实实地履行着演员的本分。

在每一部戏当中，索朗卓嘎的演出都

是“新的创作”，也是“心的创作”。本片当

中她的戏份很多，多到导演无法剪去任何

一段。她是布德的情路中唯一的女主角。

但她并不是一生只有布德一个男人。围绕

布德的这段三角爱情，女主人公当然是戏

的中心。索朗卓嘎的爱与痛苦的塑造，我

们现在很少能够在汉族演员的影视剧中看

得到。

索朗卓嘎的真情是苦在内心，又喷吐

在命运的转折当中的。当她救下了瞎眼的

布德，而布德不辞而别，她追出毡房的时

候；当她在毡房外与前夫主动提出分手，内

心万般纠结、希望丈夫原谅的时候，我们都

盯紧了索朗卓嘎的表演。

《布德之路》有着宏大叙事的时代背

景，但也有着当中宛若浮雕的一幕幕人物

的真实命运。没有多布杰、阿旺仁青、旺卓

措、索朗卓嘎这些男女演员们的细腻演出，

你是无法得到“壮丽雄浑”的史诗体验的。

我们期盼着《布德之路》能够获得一次中国

电影最高奖赏中的演员集体奖，如有可能，

《布德之路》真的是当之无愧。

最近演艺圈关于管治话题风波迭起，

而对于真正关心的电影事业和电影表演，

只试问明天我们期盼的是什么？对于银幕

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是商业的流量吗？是资本笼罩的光环

吗?还是将自己降低为金钱的玩物的装腔

作势、扭捏作态？

我们还是聚焦于那些真正爱艺术而不

是爱钱的演员们吧，多布杰、阿旺仁青和旺

卓措、索朗卓嘎以及更多的《布德之路》当

中演员们的整体素质，才是这个国家电影

事业长青的宝贵财富。《布德之路》的诸多

成功中，藏族演员令我们叹为观止的表演，

是给予我最印象深刻的成功。

《再见，少年》：

不谈爱情的青春片谈什么？

因为《我的姐姐》的缘故，让我

对殷若昕这部电影处女作抱有很

多期待，看完之后，却略感失望。

《我的姐姐》是游晓颖提供的成熟

剧本，《再见，少年》则是殷若昕自

编自导的，游晓颖作为文学策划

参与其中。这部处女作带有很多

个人的生活印记，是作者对自我

青春成长的一种回望。整部影片

更像一篇散文，缺乏核心痛点的

表达。《少年的你》在讲校园霸凌，

《我的姐姐》是在讲重男轻女，这

种社会议题表达的很充分，也引

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再见，

少年》中的小城少女黎菲，好像没

发生什么事，父母把她保护得很

好，即使父亲下岗带来了略微低

落的情绪，温馨的家庭氛围也可

以使他们共渡难关、报团取暖。

唯一一次挫折可能是没有获得出

国留学的机会。

黎菲所代表的是一个普通家

庭培养出的好孩子模板，而张辰

浩却是一个问题家庭的受害者，

母亲因为车祸成为植物人，父亲

整日买醉赌博，浩子小小年龄就

得撑起家庭重担，在小小黑社会

里混江湖。本来没有生活交集的

两个人却巧合成为“邻居”、“同

桌”，迅速发展为一起玩的好友，

后来黎菲被老师警醒，二人又分

道扬镳，各自生活。就像片中时

常出现的铁轨一样，交会，又分

开。多年后，她向审讯员如实陈

述：“我们两个人可能就只做过一

天的朋友，之后的每一天都越来

越远、越来越远。”

“远”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

意象，绿皮火车穿过桥洞向远方

驶去，还有黎菲在黑板报写上歌

德的名言，也停在了“远”字。代

表了小城少女对外面大世界的渴

望，对未来远大前程的向往。影

片有很多诗意化的瞬间，比如日

食，光照在两个人脸上，却身处在

不一样的世界；张辰浩所提到的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可承

受之轻》也代表着两个人的关系

终要结束。这些元素频频闪现使

影片带上了一定的文学性。

编导意图在青春片里渗入更

多的时代议题，比如下岗潮、高考

改革，并通过视听语言把时代信

息散落在各处，比如 2001 年广播

里传出的北京申奥成功，2002 年

春晚歌曲《与世界联网》……，反

映的是千禧年以来小城青年的生

活状态。但是这些信息只是提供

了一个时代背景而已，停在浅层

的表象，并不太参与叙事。更可

惜的是，对于矿区没有充分的展

现，导演解释说自己的家乡安徽

铜陵已经找不到当年小时候的矿

区场景了，只好在云南个旧取景

拍摄。相比较《兔子暴力》中充分

展现的重工业魔幻之城攀枝花，

矿区独特的地理风貌在片中并没

有完全呈现出来。除了绿皮火车

和铁轨让人印象深刻。

黎菲的故事太日常，戏的危机

感与她无关，这个核心人物没有立

起来，最后的犯罪情节又太刻意太

唐突。这种失望感还来自于一种

感性的印象：14 年后，32 岁的黎菲

向审讯员陈述当年的案情……这

个开场和《兔子暴力》很像，都营

造了一种悬念感，直接让犯罪和

青春嫁接。然而两部影片都不属

意犯罪类型构建，而是转向探讨

异样的母女情感、游走于秩序内

外的友情，或者说是一种青春成

长中那种疯狂的少年气。

两部影片有很多可以比较的

地方。比如都是讲述一个小城中

的少女成长，她们也都是为了救

人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之路。不

同的是，《兔子暴力》整个故事都

是围绕母女关系展开，分别 17 年

的母亲回到小镇引发了一系列事

件，从快乐、希望到绝望、绝境，情

节的设置都是密密布局、环环相

扣的；而《再见，少年》中的犯罪却

是旁逸斜出的，发廊妹的意外死

亡，刘哥的意外失足……都与故事

的主线并无关联，始终是游离状

态，也许是因为删减的原因，犯罪

过程过于潦草而显得语焉不详，

这种刻意设置只是为了给黎菲救

助张辰浩提供一个机会。而叙事

的最大破绽就在于黎菲为什么要

冒险救张辰浩？黎菲对张辰浩自

始至终的拯救姿态，动机到底来

源于哪儿？难道只是主流秩序之

内的“好学生”对边缘落魄“小混

混”的同情和好奇？这个“好奇”

是不足以让黎菲搬走“西西弗的

石头”的，她可能是爱莫能助的旁

观者，但从一个乖乖女突变为残

忍帮凶是如何做到的呢？更何况

整个“搬石头”的善后处理都是存

在于陈述中，要靠观众大量自行

脑补。相较之下，《兔子暴力》的

犯罪动机清晰而明确，为了拯救

失而复得的母亲，水青不惜一切

代价，甚至绑架同学，不慎导致误

杀。她拼命要救母亲其实是在拯

救自己，抓住这个唯一带有希望

的救命稻草逃离此地，这种偏执

和疯狂是可以逻辑自洽的。

而显然，黎菲的犯罪是人为设

计的，况且子枫以 18 岁的年龄饰

演 32 岁的熟女，一亮相就是一个

中年扮相，再怎么装扮也难掩脸

庞 的 稚 嫩 ，着 实 有 点 出 戏 和 失

真。清纯的女高中生角色和《盛

夏未来》中的陈辰也高度类似，在

这部影片中的辨识度并不高，尔

后的犯罪又很难自圆其说。老实

讲，很大一部分影迷是冲着子枫

买了这张电影票，但是偶像并没

有创造出新的惊喜，这也是另一

个令人失望的原因。

回顾近年来的青春片，除了以

往常见的爱情主题，也出现越来

越多的讨论原生家庭、校园暴力

等社会性议题，友情、犯罪、亲子关

系……色彩多元，从 2019 年《少年

的你》到今年的《兔子暴力》，所呈

现出来的高浓度情感纠葛加深了

青春片的意义，拓宽了青春片的范

畴，那种过命之交的情义感染了很

多观众。《再见，少年》也有意朝这

个方向发展，只是力有不逮，显得

青涩滞重，过于沉浸于个人体验和

想象，《我的姐姐》要成熟进步得

多，但作为一部初涉影坛的处女作

作品，还应当以鼓励为主，期待这

位80后女导演的第三部电影。

疫情影响之下，2021 年暑期档

失去了往年的热闹，由陈木胜导演

的《怒火·重案》则从冷清中突围而

出，赢得观众喝彩同时票房突破了

10亿，位列暑期档前列。作为陈木

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该片于有

意无意间对陈导此前的警匪动作片

做了一次全面回顾，亦在大银幕再

现了香港动作电影真打实斗、极致

冒险的独特魅力。

一

《怒火·重案》从情节到人物都

带有陈导此前作品的影子。

就情节言，《怒火·重案》开场警

察小队在执行任务时遇袭“团灭”的

情节与《新警察故事》（2004年）的开

场极为相似。虽然这并未脱离警匪

片的套路，但陈木胜电影中此类情

节的残忍之处不仅在于执行任务的

警察死伤惨重，其主要人物更会遭

受犯罪分子猫捉老鼠般的戏弄，令

他们愤怒羞辱又绝望。《新警察故

事》开场不久成龙饰演的警察陈国

荣就与九个警察一同陷入了犯罪分

子的陷阱之中，陈虽存活下来，却因

亲眼目睹同伴一个个被残忍猎杀而

精神崩溃，一蹶不振。《怒火·重案》

中警察小队遇袭，主人公张崇邦的

上司姚若成在被犯罪分子杀害前同

样经受了一系列折磨。

就人物形象言，虽然不少人将

《怒火·重案》里的反派邱刚敖与年

初上映的《拆弹专家2》的潘乘风对

比，但此类人物在陈导此前执导影

片中亦早有雏形。经历上，邱刚敖

身上有《冲锋队之怒火街头》（1996

年）主人公朱华标的影子。朱是一

个在解救被绑架人质时被上司消息

误导导致同伴损伤惨重的警察，他

愤而殴打上司，自己也被调离了原

职。邱刚敖则是在解救被绑架人质

时被上司暗示而对嫌疑人私刑逼

供，引致嫌疑人死后他又被上司放

弃，令自己及几个警察入狱四年。

两相对照，邱刚敖仿佛是朱华标的

极端版，不同在于朱以痛打上司出

气，邱则直接黑化成了偏激暴力的

反社会人员。

人物个性上，邱刚敖的邪魅偏

激则继承自《新警察故事》里的反派

关祖。两个人物同样选用了英俊帅

气的演员（吴彦祖与谢霆锋），同样

冷酷残忍，不仅杀警察、杀同伴，甚

至女友也被他们杀害；同样一意孤

行，最后走投无路，宁可毁灭也不悔

改；甚至两人心态也有惊人的相似，

关祖因警察父亲待他严苛，对警察

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邱刚敖则因

被上司及同仁放弃，绝望中施行了

极端的报复。有趣的是，谢霆锋在

《新警察故事》里是正面形象，在《怒

火·重案》中则是头号反派，无意中

将两部影片串联在了一起。

二

最能体现陈导警匪动作片风

格，也最能体现香港警匪动作片魅

力的还是《怒火·重案》的动作戏。

全片动作戏高达一半以上，重场动

作戏就有五个。商场、窄巷、闹市、

教堂等各类场景尽数出镜，枪战、追

车、爆破、搏击、械斗等各种动作无

所不包，全片从头打到尾，又“燃”又

“炸”，令人目不暇接。

“燃”和“炸”虽是香港警匪片的

共同特点，却并不能完全概括陈木

胜导演的警匪动作片。与同期杜琪

峰、林超贤、邱礼涛等偏好枪战爆破

飞车追逐等热兵器对战的香港警匪

片导演相比，陈木胜电影的动作戏

更多了一份传统香港动作电影“硬”

的特质。

陈木胜电影动作的“硬”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功夫，二是敢

冒险。这首先归功于导演对演员的

选择。陈木胜警匪片的演员不仅有

良好的武术功底，也有敢挑战极限

的冒险精神。主演《新警察故事》、

《宝贝计划》的成龙就是典型代表。

《男儿本色》里吴京也是身手突出的

武打明星。相比而言，曾与陈木胜

多次合作的谢霆锋武术功底稍弱

（并非没有），但谢霆锋以敢打敢拼

的精神弥补了这一不足。在《男儿

本色》里他饰演的警察陈晋与劫匪

追逐打斗，撞车跳楼等各种动作戏

亲身上阵，甚至因动作太过危险而

被香港保险公司拒保。

演员同样是《怒火·重案》动作

戏成功的保障，除了谢霆锋，甄子丹

更是当下难得的活跃在银幕上的武

打明星。他有浓厚的功夫片情怀，

在近年功夫片式微的环境下依然坚

持拍摄此类影片，以《杀破狼》等片

中 树 立 了 自 身 刚 猛 凌 厉 的 动 作

风格。

有真功夫和敢冒险精神的加

持，《怒火·重案》再现了不少陈木胜

及香港动作电影里的经典场景。撞

车跳楼已是家常便饭，在飞车撞击

中添加点《宝贝计划》般救婴的“甜

点”才是锦上添花。近身打斗必须

拳拳到肉，于下水道狭窄空间打斗

中将《三岔口》里以塑料蒙对手头的

机智再现银幕也不可少。最精彩当

然是片末张崇邦与邱刚敖在教堂的

终极对决，两人既有贴身的空手肉

搏，又以警棍、蝴蝶刀、铁棍、铁锤等

此冷兵器轮番上阵，动作直接狠辣，

招式灵活多变。此一场景的选择有

吴宇森动作电影的回响，迅猛凌厉

的双雄对决又升级了《杀破狼》中甄

子丹与吴京窄巷搏击的精彩，是全

片情绪与动作的高潮。

整体来看，《怒火·重案》从情节

到人物并非没有缺陷，但其硬桥硬

马的打斗方式重现了香港警匪动作

片黄金时代的魅力，也赢得了观众

的喜爱。遗憾的是，此类影片在今

天已越来越少，不仅因为成龙、甄子

丹等动作明星年龄越来越大，如谢

霆锋般冒险拍戏的演员越来越难

得，也不仅因为陈木胜导演的离去，

更因为当今电影工业的发展已有了

更安全的技术来拍摄危险的动作场

景，港片以拼命冒险的拍摄方式也

就越来越成为了过去。此一情形在

暑期档末上映的纪录片《龙虎武师》

里也得到了反映，该片由香港电影

爱好者魏君子导演，讲述的正是曾

经支撑了香港动作电影繁荣兴旺的

龙虎武师的故事。他们以生命为赌

注，极尽身体之可能，创造了以真打

实斗、极致冒险为标志的香港动作

片的辉煌。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香

港电影业对他们的需求减少，他们

也逐渐消失在了大银幕上。也正因

此，《怒火·重案》的出现格外可贵，

人们希望，这是香港警匪动作片的

一次回响，而不是绝响。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

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

主任）

《怒火·重案》：

陈木胜警匪动作电影的一次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