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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霞

■文/周文萍

《日子》与“有签名的电影”

《好好拍电影》：

生活与电影交织的导演人生

对电影爱好者、尤其熟悉香港电影

的观众而言，于2020年10月23日在香

港电影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纪录片《好好

拍电影》自带光环。影片传主是成就斐

然的香港导演许鞍华——香港电影新

浪潮的领军人，首位获得威尼斯终身成

就奖的华人电影女导演，曾六次获得香

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导演文念

中则是资深美术指导，曾多次获香港金

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和最佳服装奖，更与

许鞍华合作过《男人四十》、《黄金时

代》、《明月几时有》等影片。因此纪录

片既是两个优秀艺术家之间的合作，也

是两位朋友之间的合作。影片也以一

种朋友与艺术家相交织的视角，展现出

了许鞍华那由生活与电影交织而成的

导演人生。

朋友视角下的个人生活化纪录

《好好拍电影》阵容堪称豪华：除了

许鞍华，片中出镜受访的名人是一份长

长的名单——严浩、舒琪、施南生、徐

克、尔冬升、关锦鹏、萧芳芳、刘德华、田

壮壮、贾樟柯、李樯、吴念真、侯孝贤、张

艾嘉、李屏宾等两岸三地的知名导演、

演员及电影人都在名单之上。众多名

人加持，再加上许鞍华自身经历的传奇

性，影片本可以郑重其事、大肆渲染。

但影片并未如此。相反，作为与许鞍华

合作多年的朋友，文念中的镜头带着朋

友间轻松自然，以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出

了尘世烟火中的许鞍华。

轻松氛围在影片开头便显露出

来。这是许鞍华后台化妆的场景。镜

头直逼面部，而许鞍华神情自若、没有

半点局促不适，还对着镜子评点和建

议，足见其对摄影师的信任。带着这种

被信任的轻松感，镜头跟随许鞍华走进

香港的街头巷尾。看着她爬上街头小

餐馆的楼梯去吃一碗鱼蛋粉，在嘈杂的

市场深处跟不知名的中医交谈，还兴致

勃勃讨论起是否要整个容。日常的生

活场景展示出了现实中的许鞍华——

一个日常生活里普通人。连她的性格

也是普通人的性格：既会在片场温柔地

安慰演员，也会在争执中急得追人；既

会在片场责骂工作人员，也会在次日买

奶茶向他们道歉。而道完歉后，她也还

是会在片场责骂他们。

嘉宾访谈也很轻松愉快，其中还有

许多看似抱怨的地方。如刘德华回忆

在其剧组学会了抽烟，关锦鹏无奈于自

己明明是《撞到正》第二副导演和场记

而剧组却被人叫做“全女班”。从嘉宾

们的语气看出，这些事与其说是抱怨，

不如说是朋友间玩笑性质的吐槽，它们

带来了轻松愉快，而不是对立紧张。

令人唏嘘的还是许鞍华与母亲的

故事。年少时母女俩曾有着强烈的冲

突。许直言母亲是个非常严格的人，严

格到过年时要求生病发烧的小鞍华穿

上新衣坐在客厅，不准她躺上床休息。

她因此强烈抗拒与母亲相处，直言不中

意（喜欢）跟她一起住。而待到母亲老

年，她却独自陪着母亲居住，陪她外出

喝咖啡，舍不得送她去老人院。母女间

关系的变化有许鞍华在了解母亲经历

后内心与母亲的和解，也有随年龄增长

而来的包容心态。

人生情感与人文关怀的

电影化表达

许鞍华的电影艺术生涯也是影片

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对于这位创作颇

丰的导演，文念中并未将其作品一一罗

列，而是试图将这些影片与许鞍华的人

生经历相联系，从中读解出她的性格、

思想、情怀与追求。

令人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许鞍华对

拍电影执着。如她所说：电影是她的老

婆或老公。电影是她一生中唯一想做

的事，也是她唯一做过的事。对她而

言，人生中可以没有爱情与婚姻，但不

能没有电影。这种执着又并非固执。

她并不追求一个完美的拍摄条件与方

法，甚至对助手的追求完美也颇不耐

烦。但这并未如常人所猜测那样影响

她的艺术表达。事实上，在不完美条件

下表达出个人风格正是她的优势。她

的长处在于善于变通，而她所坚持的不

过是能够拍电影而已。

影片从许鞍华电影里看到了她的

个人经历。明确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客

途秋恨》自不必说，16岁时才知晓母亲

的日本人身份对许鞍华内心冲击之大，

大到足以让她在成名多年之后才去拍

摄这部表达与母亲从冲突到和解的影

片（在一般导演那里，这种自传性作品

多半是处女作）。《今夜星光灿烂》里也

有她在港大读书时与周围环境格格不

入，甚至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子。

从青少年时代与母亲及校园环境

的对抗里，许鞍华已经显露出独立特

行的性格。她是会在读古诗时思考该

用粤语还是国语的学生，也是会在嘲

笑勤奋的大学氛围里坚持勤奋读书的

的青年。这份独立无法令她体会俗世

恋爱的快乐，却也给了她俗世难以触

及的深度。《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称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导演，她对社会、历

史、文学、对于电影本身、人的状况有

着自己的思考。

影片表现了许鞍华身上的文学的

一面。她从小在爷爷的熏陶下读古诗，

中华文化奠定了她的根基。《男人四十》

中在古诗里神采飞扬的张学友与梅艳

芳传达了她的文学气质，也藏着她对中

华文化的骄傲。

除了偶然流露的文学气质，许鞍华

电影的人文性更多体现于对生活底层

各类人物的关怀。从生活里的她不曾

脱离香港市井一样，电影世界里的她也

不曾离开市民生活。首部作品《奇趣

录》中，她拍了大量香港民俗场景。她

说：“民间传统一定是非常赏心悦目

的”，这些成为她创作的宝贵资源。影

片说她是全香港每天走路最多的导演，

而她走过的街市也构成了她的电影世

界。从成名作《疯劫》起，她的影片大都

带有现实的影子，有些就是社会新闻的

改编。她的电影里有不堪男友背叛、杀

了男友与第三者的年轻女子，也有一直

忍受家庭暴力、最后连同孩子一起被丈

夫杀害的大陆女子，有漂洋过海来到的

越南难民，也有抗战南下而来的民国作

家。有四十岁的女人与男人的悲欢，也

有风烛残年老人的寂寞。一个个漂泊

的底层人物是许鞍华电影最具韵味的

形象，寄托着她最深沉的现实社会关

怀。

相较于许鞍华的人生与电影，一

部纪录片能表现内容不过万一。《好好

拍电影》将镜头对准许鞍华本人，在以

朋友视角对其进行生活化纪录的同时

探索她在电影世界里表现的人生经

历、性格情感、人文气质与现实关怀，

其对许鞍华的理解已然到达了相当的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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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打造，最少的预算，没有剧

本，更没有拍摄计划、全片只有两个

演员、累计 4 年的纪录片素材加上半

年的剪辑（摄影和剪辑由一人担任），

柏林电影节首映后因样片资源流出

影响了发行计划，后来在纽约电影节

期间干脆进行了线上与线下同时上

映。这就是导演蔡明亮向美术馆电

影、舞台剧、装置艺术以及咖啡制作

转向后，时隔七年再次向叙事电影回

归的一部“极简主义慢电影”——《日

子》。它很难大范围走进院线，也许

会在哪个影展或影像艺术交流活动

中与大陆观众见面。但它是一部“有

签名的电影”，有着最大的创作自由，

最 纯 粹 的 影 像 媒 介 指 向 与 艺 术 关

怀。蔡明亮的电影版图为此再次拓

出一块新地，也为华语电影顶出一个

新支点。

尽管蔡明亮电影有着非常容易

辨认的视听语法：孤独与时间的主

题、对静态长镜头的偏执、废墟空间

的挖掘、底层边缘人的身体性反抗等

等，当然更重要的是还需有寡言少语

的李康生的存在。并且看上去节奏

越来越慢，对白越来越少，人物的动

作性也越来无用。但实际上，蔡明亮

的电影每一部都极为不同，每一部新

片都在完成一种自我生长和转向，而

这并不影响电影人物的生命延续到

下一部作品中。它们构成的影像世

界可以被看做一片绿意盎然的山野

天地，你会很容易见证每一次新生留

下的种子，以便彼此蔓连攀引，相互

印证，自成生态。

此前蔡明亮的十部剧情长片从

“水”三部曲直到《郊游》，可以再算上

单镜头纪录片《那日下午》和 VR 作品

《家在兰若寺》，都因着李康生而投映

出 来 一 个 叫 小 康 的 人 物 的 虚 拟 世

界。不仅因为落考后混西门町，因一

次拍戏意外患上斜颈症，好好停停各

种求医却不能痊愈，中年后隔绝在一

地荒野废墟中进行自我康健等等与

现实重合，也不仅仅因为一套固定的

演员班底：父亲苗天、母亲陆弈静、总

是带来性困扰的陈昭荣、多情/欲望

的女性两面总是陈湘琪与杨贵媚；更

是因为李康生非表演性的身体形态

和随随然的生命态度可以对蔡明亮

的影像表达不断激发与推衍，可以让

他以极端自反的现实主义映射一个

遍布隐喻符号的象征世界，可以让影

像对现实人生的介入虚实相生到伦

理的维度，从而重新阐释电影的日常

性、时间性和人物的身体性。

新片《日子》自生性从来没有如

此的突出。影片中的两个人物：隐居

在台湾山区养病的中年人小康与跑

到泰国的外劳青年老挝人亚侬，他们

相遇之前的影像来自于蔡明亮做装

置 艺 术 这 些 年 保 持 的 影 像 纪 录 习

惯。疾病困扰与他乡生存带来的孤

独困境是相通的。当蔡明亮要完成

一部影片时，只需考虑要不要让这两

人相遇。此片的生成，就像蔡明亮顺

势捋出了架子，看着瓜自己生长出来

一样简单随意。于是《日子》的叙事

结构呈现为两个不同生活空间的陌

生人偶然相遇，生命出现一次短暂的

交叉，虽然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温存，

却仍然回到各自的生活空间里。

这个框架并不新鲜，关于陌生人

的交叉不仅在《你那边几点？》（2001）

里借一块手表的交易，在台北天桥上

摆地摊的小康与去巴黎生活的陈湘

琪之间有过展开。其实也是很多情

节 剧 电 影 包 括《恐 惧 吞 噬 灵 魂》

（1974）惯常使用的框架，以讨论跨种

族、跨文化、跨阶层的困境与隔阂，或

者是社会融合的可能。当然这样的

更具公共性的议题和戏剧性的手段，

从来不是蔡明亮电影的方向。他要

回到最日常、最私人化的空间里去观

照卑微的生命个体，试图观察一下可

否有可能突破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

易关系，哪怕在偶一瞬间，在难以沟

通的绝对疏离中生出一丝的信任与

温度。正是因此，使得《日子》看起来

又与蔡明亮以往的影片全然不同。

蔡明亮电影的封闭与阴郁、离奇与绝

望在《郊游》中达到顶点，却在《日子》

中全然冲淡了。孤独依然是它的主

题，但日常生命的绝对孤独因偶得的

信任变得可以从容面对了。《日子》里

有淡淡的禅境，是蔡明亮此前的剧情

长片中所没有的。

蔡明亮试图让李康生成为他的

电影中一幅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肖

像，一个影像媒介塑造的幽灵。这个

设想可能已经结束在《日子》之前的

影片中了。尽管小康仍然可以是蔡

导的缪斯。《日子》里的中年小康全然

脱离了底层人群。多年来小康的脸

在剧情片中始终如一地在一种无话

可说的委屈与无动于衷的消极性间

保持着紧张感。《郊游》中他的一曲

《满江红》，以少见的特写长镜头中精

彩地阐释出中年落魄的挫败感，依然

建立在这一人物的身体特质上。尽

管《日子》中的小康的“斜颈病”和废

墟生存是《河流》与《家在兰若寺》中

的延续。但这个凝固病容临窗听雨

的中年人却有着中产阶层对着自我

身体的高度控制力。导演为了将小

康静与亚侬的动建立对应的二元关

系，却同时取消了小康的身体病症背

后的政治性。这个小康显然不是那

个曾经卖灵骨塔、当临时演员、开调

料铺子、天桥上卖表、倒闭戏院的放

映员、AV 演员、外劳流浪汉、中年妻

离子散靠举广告牌为生的酒鬼。身

体病症的政治性是《河流》中头部不

受控制的抖动，是《洞》中“台湾热”的

蟑螂式病症，是《不散》中固执地走在

没有尽头的破烂剧院的跛脚女、是

《黑眼圈》中不被爱护的瞪着眼睛的

植物人。这些底层边缘群体的身体

被赋予了一种动物式的不由自主，以

抗议在现代都市空间挤压下的不适

感。

第二个不同的是长镜头塑造的

孤独感，标志性的是单一场景静态长

镜头对一个日常动作的坚定凝视，如

《爱情万岁》与《郊游》的结尾。小便、

吃饭、睡觉、流泪、喝水等日常行为在

绝大多数影片中即便有着隐喻作用，

也不会呈现全程。这种凝视取缔了

动作在视觉上的动态奇观，他们就是

日常。之所以令人感受到它们带来

的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孤独感，是因为

日常中的孤独深具难以克服的惯性，

这种机械性凝视代表着对人物动作

的漠视，从而让人注意到这些动作已

简单的沦为身体功能的生理需求。

然而在影片《日子》中，作为对位呈现

的两个角色，他们的孤独以大量的框

中框镜头表现。此前蔡明亮电影的

静态长镜头中所具备的画面空间的

纵深感不见了。同一场景的多个机

位，更是将精神空间压倒性的多余性

取消了。框中框的手法在多人构图

中表现彼此的疏离感，内容上会更加

丰富，如《河流》和《天边一朵云》中的

构图。但用于《日子》中这样的单人

镜头，所谓困境的表达就显得过于直

白了。反而有两个蔡明亮电影中很

少出现的手持动态镜头在《日子》中

表现得更加富有张力。一个是跟踪

小康在人头攒动的香港街头，一个是

在泰国酒店的床上二人相遇。

蔡明亮电影的这种转变，与他的

行者系列短片以及舞台剧《玄奘》的创

作有关，更或许与买了房子安家山上，

产生从未有过的归属感有关。《日子》

的电影形态从“美术馆电影”发端，是

否再能回到小康叙事的影像虚拟系列

中，还需对后继之作拭目以待。

■文/赵 军

伟大事业中的
一个艰难的文本

——看《我和我的父辈》之《诗》

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于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新中

国的历史上，这个民族奋起直追，

其历程之艰难，其成就之巨大，同

样是不争的事实。《我和我的父

辈》之《诗》讲述的这一段在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起步历程

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

个文明的伟大诗篇的局部或者叫

缩影。

影片讲述的是今天人们无法

想象的中国制造人造卫星当中的

一个环节——火箭固体燃料的研

制往事。故事男一号由黄轩领

衔，女一号由章子怡出演。他们

是一对固体燃料专家夫妇，带着

膝下两个儿女参加了在祖国大西

北戈壁荒漠中秘密基地的长年苦

战。长年到什么程度？长年到毕

生的程度。

他们所谓膝下的一儿一女，

“儿子”是战友的孤儿，他是“黄

轩”的同事，在实地观察燃料爆炸

的技术问题时早黄轩一步牺牲。

然后黄轩、章子怡领养了这个“哥

哥”。不看这部影片你是无法想

象当年中国的科学家、专家们如

何艰苦地、更是艰难地在荒无人

烟的大戈壁上秘密研发固体燃

料，为推送卫星上天的火箭制造

动力的。

影片非常真实，那是连一个

像样的车间都没有，一个称得上

实验室的房间都没有的地方。整

个研发和试验、制造过程十分简

陋，而当时世界上能够制造火箭

的国家也并不多，当中我国还是

唯一的农业国。

在章子怡的手上，你看到的

就是在火箭模具上的一双手，一

个不断将精确度提高到极值的一

把小铲。黄轩则在最靠近火药试

验的地方。为了赶在火箭组装之

前完成固体燃料的成功，黄轩将

每一次试验之后用照相机拍摄分

析的方法，改成了自己亲自在最

前面实地观察的做法。

黄轩就是这样跟随他战友牺

牲的。年幼的哥哥不能接受为什

么他原来的爸爸没有归来（说是

出差），他后面的这个爸爸也照样

没有回来。为了让小哥哥能够稍

微好接受一些，燃料研制基地的

领导宣布了一个特别决定，所有

参加研发的男同志在试验成功之

前都不回家。

黄轩牺牲前一直在偷偷地写

诗，很久之后，章子怡才把那首诗

念给了儿子——哥哥听。《诗》是

这样写的：

“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

你，时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

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与梦想，

挫折与悲伤\告诉你，燃料是点

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

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

是，见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

死亡变得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

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

是伟大的开始\让平凡的我们，

去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我没有去了解这首诗来自哪

里，但是当我听到电影当中的朗

诵时，心一直被深深地震撼。新

中国从 1949 年那个灿烂的十月开

始走上了世界无法想象的新长

征。而我想用一句话这样形容，

新中国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条件

最不具备的情况下以无数仁人志

士的献身去实现的。

抗美援朝如此，制造原子弹、

氢弹和人造卫星同样如此。炼钢、

修铁路、国家工业体系、农业水利

工程、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金融贸易

等等，莫不如此。也许科学家们的

奉献是最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熟

悉的。《我和我的父辈》告诉我们，

没有那一代科学家们的献身，这种

完全不具备条件的“两弹一星”事

业根本无法想象。

新中国有一股气，就是能够

在没有条件的状况下做出人间奇

迹的锐气。这是只能如此理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族当

代史，他们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美好未来，可以用成千上万的

个体，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用他们

的青春与家庭，去共同换这个祖

国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如他们

所愿，这真的不是单单一首诗。

在诗中，上面所讲的那一代

献身者的胸怀与境界，用的是“父

辈”二字来代表，这是一个人类学

的血缘表达的词汇。诚然，血缘

对于情感的加强很有杀伤力。所

以，影片一定有这样一层诘问：真

的能如他们所愿，这种奋不顾身

的追求能够再一次融入我们这一

代和我们的下一代的精神当中，

国家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吗？

改革开放让全世界重新认识

了中国，中国是世界传奇。但是

这个传奇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已

经开始的。在历经耻辱、磨难之

后，1921 年，一个诞生的时候只有

几十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一

次次被推入火海之后能够成为九

死一生的执政党，带领一个千疮

百孔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

当中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几

十万人剩下不到一万人；抗日战

争，包括国民党爱国军队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从“九一

八”起十四年艰苦卓绝；今天国家

管理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已

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民

族的精神传统中有着最可贵的东

西，就是始终明白个体要为族群

的生存和强大而献身，族群式生

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为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未来，

每一代都会有视死如归的英雄。

而《诗》中透露的又是更加深远高

贵的情怀，即能够将自己的心胸

扩展到宇宙和全人类，升华到人

类的梦想和在新世界天秤上去衡

量生命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民族

与生俱来、发扬光大、不断提升的

精神基因里，中华民族的“不可

能”篇章才被一页页地书写出来。

《我和我的父辈》之《诗》的意

义在于鼓励我们，如果说什么条

件都不具备，我们还有人。中国

人就是要在全世界都说没有任何

可能性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一切人

间奇迹的。这就是一种精神力

量，这部电影的这个片段难得，就

在于在银幕上呈现了的确罕见的

精神世界的表达。因为他们在如

此条件下有着如此的精神气概，

才让后辈们去说“这个世界如您

所愿”时，应该被震撼的是我们。

中国电影通常不太善于表达

人的内心情感，而中国人又是天

生活在精神生活当中的。这个民

族其实是精神生活很丰富的民

族，电影创作要深入到中国人的

精神生活当中去，是一个很实在

的任务。

《诗》的全部创作完全是为着

那首父亲的诗去刻画全部情节和

主人公的。其故事的深意还在于

科学。中国的整体奋起，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须要在科技科学

上赶上世界。

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这

样拳拳爱国献身的精神，所以会

有钱学森、邓稼先等那样一代海

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

比较西方依旧还有一段很大的距

离，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还存在无

数“条件不具备”的可能性。电影

作为艺术，不需要回答技术问题，

它只需要打动人，升华我们精神

世界。

比起前后各种影片，《诗》显

得纯粹，显得精神世界没有别的

杂念，除了《诗》的世界，没有多余

的人间俗气和狭隘的儿女情长，

特别干净。写精神世界写得这样

纯粹的影片不多，也许这样的影

片和者盖寡，但是独树一帜，所以

它就格外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