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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外交框架、于 2 月份开启的“中

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计划”，国内

影迷可以通过全国艺联专线在各大

城市的加盟影院，看到稀有的中东

欧国家的文艺电影。斯洛伐克、塞

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

亚……相信绝大部分中国观众也都

是第一次在影院里看到这些国家的

电影。这是它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之后的又一次集体亮相。

近期上映的塞尔维亚新片《漫

漫寻子路》（直译《父亲》），可谓是这

些年现实题材电影国际化浪潮之

中，一个优异而独特的存在。作为

主角的父亲尼古拉为争取孩子抚养

权，踏上 300 公里上诉路的故事，取

材于真实故事，也可以简单粗暴地

理解为，是继当代中国版“秋菊”

（《我不是潘金莲》）、美国版“秋菊”

（《三块广告牌》）、菲律宾版“秋菊”

（《离开的女人》）等等共同命运角色

之后，又一个塞尔维亚的男版“秋

菊”故事。其遭遇映射出的劳工尊

严、家庭困境、阶层隔阂、移民现状

等议题，也早已从德·西卡的《偷自

行车的人》开始，讲了已经有七八十

年。从罗马尼亚新浪潮，讲到了达

内兄弟的《两天一夜》、肯·洛奇的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然而，这位塞尔维亚导演斯尔

丹·戈卢博维奇，用超 16 毫米胶片

所雕刻出的影像故事，更具现实光

泽。这不止是说，此种制式的影像

呈现于银幕上，更具粗糙的颗粒感，

而是其过程和结局更具现实性。这

个为对抗小地方官僚体系、只身徒

步六百里上访讨说法的故事，以一

个极端窘迫的家庭处境开头，妻子

为男人讨薪时用一瓶汽油点燃了自

己，一子一女被福利院强制带走，男

人从做着日结工的伐木林场，冲回

家徒四壁并已断电的屋子，被告知

已被剥夺抚养权。听起来，像极了

那些能在我们网络热搜待上几小时

的社会新闻。

接下来的《漫漫寻子路》，毕竟

不是与现实时间同步的追踪式纪录

片，导演也就不排斥情节剧手法，拍

摄出一些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高浓

缩现实场景。在乡镇的社会福利办

公室和首都的有关部门，主人公尼

古拉面对着的，是不同样式的办公

桌。天高皇帝远的这边，是一条长

桌，沉默寡言的父亲对面坐着三个

处事圆滑的官员，中间那位更是总

统也不能拿老子怎么办的地头蛇，

这张办公桌更像苏东时期的审判

桌；勤政为民的那边，是环形桌子会

议室，部长助理高度重视、奋笔疾

书，并与上访者合影发推特，展现亲

民形象。办公楼门前的保安室，也

有着态度不同的门卫，乡镇这边是

暗示你投诉无门的谨小慎微好心

人，首都那边是依规办事却仗势凌

人的壮汉。当然，也如很多旅欧游

客所言，政府大楼一向是最容易上

厕所的地方，流浪汉尼古拉至少可

以在那里喝水洗漱。

这些点燃希望又随之浇灭的场

面，像极了罗马尼亚的新浪潮电影，

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让人心塞。就

算尼古拉已经满足了领回孩子的基

本条件——屋里有电、能做饭、有冰

箱——也始终会被那些以“为孩子

成长考虑的好心”为理由实则为贪

腐社会福利金的野心，给搪塞回来。

低照度、手持、长镜头，这些现

实主义创作标配，几乎不见于《漫漫

寻子路》。尼古拉背上口粮和毯子，

在自家门前，接上一大塑料瓶自来

水，坚定上路。即便他发烧饿晕倒

下，镜头也一直没有乱晃，稳定如维

姆·文德斯在大景别之下叙事的《德

州巴黎》，提着矿泉水瓶的尼古拉，

估计也直接参考了《德州巴黎》中那

位拎着圆桶、走在荒漠之上的特拉

维斯，差不多抵达目的地前，也都把

蓄着的大胡子剃了。

电影有着明确的三段划分，分

别在处处碰壁、摆明了不给回孩子

的村庄，走向贝尔格莱德讨说法的

三百公里公路，回乡后依然无奈的

处境。一路上，父亲继续沉默寡言，

遇事通情达理又坚韧执着，从出发

到首都再到返乡，一路上碰到的，也

都是生活中所能见到的真实人群：

拿鸡毛当令箭的小官僚、好心的司

机和店主、争抢资源的其他流浪汉、

小气吝啬的邻居。他离开破败的村

庄、经过凋敝的工厂、踏过有狼群的

荒原、来到迷宫般的城市，凭着朴素

的血脉之爱和道德信念，完成个人

的“奥德赛”旅行。

导演阐述，他的这副精神画像

来源于赫尔佐格从慕尼黑到巴黎的

旅行笔记《冰雪纪行》，这位偏执的

德国电影大师，要去巴黎探望病危

的前辈，信仰般地坚信，“如果我靠

双脚走去，她就能活下去。”上访的

尼古拉，兜里空空，当然也可以主动

搭顺风车，但他选择步行，偶尔被好

心人“捡”上车，也不会刻意拒绝。

其中一位货车司机有着虔诚的东正

教信仰，也质问徒步上访者，“神最

终会替你解决一切，你信仰他吗？”

沉默的尼古拉继续走，没有回答。

或许支撑他自虐般苦行的只是世人

之爱、对孩子的爱，以及和流浪狗共

处一室的那个雨夜的硬汉温情。

导演戈卢博维奇并没有太多的

历史背负，比如南斯拉夫黑浪潮那

般的隐晦批判，或是库斯图里卡那

般的家国情结。《漫漫寻子路》，让我

们认识到，并非摇晃到眩晕的镜头

才叫现实主义电影，甚至于连剧作

所迷恋的开放式结局都不给予，才

显得是最彻底的现实。很多热搜新

闻在停留了几小时后，就被新热点

覆盖了，网友也就不再关心之前新

闻当事人后来怎么了。幸好，因为

这部电影，我通过谷歌翻译的塞尔

维亚语新闻得知，故事原型的父亲

Djordje，在六年打官司的时间里，先

后五次徒步去贝尔格莱德，终于在

2021 年 10 月 21 日，把三个女儿争取

回了自己家里。

“我们都很高兴，在屋前打着排

球呢！”，父亲这样告诉记者。

中东欧影片评荐

评鉴人：王笑楠（博士、全国艺联选片人）

王垚（博士、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王笑楠（以下简称楠）：说到这次

选的电影，当初也不一定带着某种标

准去选择，但是选出来的结果还是有

高度的相似性，都有较强的社会议题

性，这与电影节的选择有一定关系。

如果缺少社会议题，又是来自一个相

对陌生的国家，就缺少一块电影节的

“敲门砖”。

王垚（以下简称垚）：社会议题也

是一个方面，如果不看形式，只看社

会议题，所以两个必须得占一个。

楠：这些电影在形式上也有一定

的相似性，都是艺术电影当中的社会

情节剧，或者说比较传统的叙事，在

形式上并没有太多比较挑战观众的

方面。

垚：《日暮》比较挑战观众，它是

一种沉浸美学。国外一个影评人说

这个电影应该拍成 VR，完全是一种

人物沉浸式的体验。当然，现在这也

是一个创作风潮，强调电影的触感，

长镜头也特别长，是比较挑战观众

的。《漫漫寻子路》特别像《秋菊打官

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更像后者。

如果看过之后，可以把张艺谋导演的

《一个都不能少》找出来再看一看，一

个乡村的人到城市里面，他和环境格

格不入，有遇到好人，也有人欺负他。

楠：应该说大部分影片都是中国

观众很容易理解的故事。

垚：对。像《医者仁心》，与罗马

尼亚纪录片、亚历山大·讷讷乌导演

拍的《集体》讲述的相类似的故事。

由罗马尼亚一场火灾为导火索，发现

医疗系统里面消毒剂不达标的问题，

而《医者仁心》把这个事件改编成一

个故事片。

《医者仁心》的男主是小儿科的

外科医生，他的一个病人因为并发症

过逝了，他发现其实不是他的问题，

是术后感染的问题，术后感染的原因

是消毒剂不达标。这是一个社会

题材。

影片很典型的是罗马尼亚新浪

潮和法哈蒂的合流，里面很多长镜

头。但还不是那么挑战观众，它主要

是在讲这个人物，是人物心理的外

化，有些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等等。

比如里面经常在拍医生，在一些

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走廊里面走，大

概有五六分钟、七八分钟，观众就能

体会到在检察院或者什么地方，找到

人来投诉这件事情是多么难，要经过

一道一道的门。这个事情传达了一

种体验，就是一个人试图对抗体制，

我们在各种电影里都见到过，美国也

拍这种电影。

楠：有两部电影有点意思，《小小

港湾》和另外一部有望国内上映的拉

脱维亚电影《松软的泥土》，先后两年

都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水晶熊奖，这

个奖项是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片设置

的，然后题材也都有相似性，都是讲在

父母缺失的状态下，孩子怎样成长。

垚：柏 林 这 个 单 元 叫 新 生 代

（Generation），分儿童和少年，儿童单元

是 Generation Kplus，kids，然后少年单

元是叫14plus，14岁以上。水晶熊是由

小朋友自己评的，儿童单元是儿童评审

团，少年单元就是少年评审团，有大概

十几个德国小朋友，包括不同族裔的。

《小小港湾》是儿童单元，《松软

的泥土》是 14 岁以上。青少年评审

团都是在校学生，我在柏林有一次去

看新生代的片子，那天是周末，一位

德国老师带了一个班的学生，一帮小

孩子叽叽喳喳就去了电影院，电影开

始之后特别安静。电影是个蒙古片，

没有德语字幕，旁边有一个口译员现

场拿着麦克风翻译。

电影学院罗辉博士研究儿童电

影，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儿童电影

有三种，一个是孩子们拍的，甚至有

小学生中学生电影节。每个电影节

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此外，还有像洛

迦诺电影节设置的是儿童展映单元，

中国广州的国际儿童电影节是专门

类节展。

楠：中国电影是不是可以从当中

借鉴什么，中国的年轻导演拍电影的

话，也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拍。

垚：这些电影的资助来源有很

多，本国政府的、欧洲的、电影节的基

金，有这么多利益相关方，每个人都

会给你提意见，他们都来自不同背

景，会促使你把故事做的更有普遍

性，就是生产机制决定的故事。

中国也是能分享这些经验的，到

最后都会有一个提炼，提炼出来一些

关于人类共通的东西，比方说孤独、

挫败感。比方说对于社会不公正，有

的时候能反抗，有时候不能反抗。这

些事情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一方面是

艺术家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是与融资

机制有关。

楠：说到类型片，大的欧洲国际

电影节里面，如果在地缘上是相对边

缘的话，类型片通常不太能够进得

去，或者说进得去也不太能够拿到什

么奖项，如果是欧美的电影的话，类

型片拿大奖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再聊一下另外两部电影，

《荣耀时刻》和《群驹》（又名《房间里

的客人》）。

垚：《群驹》的门槛仅次于《日

暮》，它是挺怪浪潮的一部电影，很荒

诞，故事还是很容易理解，但是这个

形式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虽然是怪浪潮，但观众朋友如果

看过《宠儿》的话，还是能捕捉到的。

《宠儿》也是怪浪潮，但它提名了 10
项奥斯卡。

楠：有评论说《群驹》是希腊版的

《寄生虫》，毕竟《寄生虫》声名在外，

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影片，可能通过

这部电影能一下子理解《群驹》的

故事。

垚：对。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脉

络，就是说东欧特点不是那么明显

了。欧洲国家最近十几二十年称得

上浪潮的，除去影响巨大的罗马尼亚

新浪潮，其实还有两个，一个是希腊

的 怪 浪 潮 或 者 诡 异 浪 潮（weird
wave），一个是冰岛新浪潮，但这两个

浪潮它都有一个共同背景，欧债危机

或者金融危机，都是“后危机电影”。

保加利亚电影《荣耀时刻》也是

社会公众题材。一件小事引发了一

连串风波，中国观众没有任何理解障

碍。里面对媒体怎么去制造热点，然

后大家怎么用媒体相互攻击等等。

总结一下，这些影片大部分都在

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奖，而且在中国很

少能看到这些国家的电影。

《医者仁心》《漫漫寻子路》
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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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电影《医者仁心》和塞尔维亚电影《漫漫寻子路》正在全国艺联专线

上映，有一些影迷观众连续去看了两部电影，并从中看出某些联系，换句话说，

“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的策展思路终于在观众方激起了一点小水花。

实际上，院线电影是很难被“策展”的，因为每一部都要独立完成选片、引进

和上映的流程，具体的档期安排也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决定，而这两部电影因为种

种原因在影院“同映”，客观上为更好地传播本次“策展思路”创造了条件。

全国艺联观影团的群主们也捕捉到了这个用意，有条件的地方举行了两场

联映。这也启发我们，或许后续影片流程赶得上，还可以组织三场甚至四场联

映，在各地形成小型“中东欧主题影展”——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