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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军

什么叫真情和主题的立意

很巧，《我和我的祖国》之中的“相

遇”的主人公名字也叫高远（张译饰

演），这是真正的高远。

故事我们不需复述。这个高远为

了国家的原子弹机密事业而离开了自

己的爱人，多年后在所治病的城市公

交车上相遇，但两人的相遇不能带给

高远相认。

相遇成为了永别。最打动我的画

面是任素汐（女角饰演者）在很多年后

看到我国原子弹成就的报道，才了解

到高远舍她而去，是服从祖国的需要，

是献身给了祖国的事业，是处于无法

告知的原因，而深深地埋下了自己的

感情。

高远的以身许国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壮丽征程中不知凡几。

但是，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毕竟

是很低概率的事情。在无数不为人知

的国家各项事业的岗位上，其实成千

上万的“高远”平凡而又绝非平凡地贡

献着自己的生命。

在“高远”们的身后和命运中，更有

无数的“任素汐”在承受着一生的痛苦，

最痛苦的莫过于在漫长岁月中不知情、

不理解，无法释怀于命运的拨弄。

任素汐在自己进入晚年之时才偶

尔从一则的电视报道中看到了高远的

遗照，才知道了爱人的事迹，痛楚的泪

水夺眶而出。

这一刻我完全代入。

也许任素汐的泪水在为高远奔

流，也许她在为高远和自己的命运悲

哀，也许是因为相遇之后竟成陌路而

无法深切理解，而生命之中本该最必

须珍惜的这一段居然就这样遭到“剥

夺”。

影片选取了这样一个今天当然已

经知道了有很多的类似的故事，核心

是个人不可能重来的命运被融入到了

国家的命运当中。

小我不仅服从了大我，而且献给

了大我，一种极为痛惜的遭遇，甚至说

是“惨状”也不为过。但是，二十世纪

的中国就是这样过来的。

譬如无数牺牲的和献身的人们，

我可以数出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物：从

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

今天国家是强大的，人民是幸福

的，我们的复兴之路伟大而悲烈。这

样的主人公们都应该有一个“高远”这

样的名字。

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也许每一

个伟大的民族走到这一天，都会付出

无数如此慷慨的儿女，如此义无反顾

的烈士。

我不愿用一个“伟大”便概括完了

他们的一生，我必须说，这样的人生真

的是一曲悲歌。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影片采用这种将个人的悲剧推向

极致而产生艺术效果的手法打动了观

众。

这种打动源于人们对于小我与大

我无法比较和衡量的感受，源于个体

生命的意义的彻底性，源于一种始于

神秘而终于神圣的宿命。

不需要每一部电影都如此撕心裂

肺，我们也会为一个小故事而伤感或

者审美地感动，但是否有比较高的立

意总是涉及到一部电影的能量。这是

需要更加细致地思考的。

就《我和我的祖国.相遇》而言，这

里所选择的也还只是一个小的角度，

在宏大的中国核事业发展中，一个高

远的婚恋故事很普通，不算大题材。

正如此可以这样说，艺术作品捕

捉的小故事并非等于小格局，只有缺

乏立意的故事才是小格局。

哪怕一部作品写的是宏大叙事，

譬如战争、家国、历史，但是没有写出

高的立意来，则还是小格局。

一部表现战争的电影，或者平铺

直叙，或者写的是小人物的苟且，都不

会有高立意，因此也就不会有大格局。

相反，也许你写的是小人物，譬如

高远，小到他的领导如张嘉译（高远上

级领导饰演者）居然不认识他。

然而高远的故事却让我们已经感

受到了高的立意，也因此有其大的格

局。

小人物故事往往是可以写出大格

局的，人性的不苟且就是大格局，民族

的大义就是高格局，世界的和平就是

高格局。

端看你的心胸狭隘还是“高远”。

因此，高远不高远，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仅仅立意高远不够，还有时

代与地气的角度。

相比之下，另一部影片《攀登者》

也有一个为国家的战略布局而选择此

生完成登峰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叫

绝的故事。

比较一下这个宏大叙事的故事和

前面《相遇》的故事有何不同。

网上已经很多关于《攀登者》的热

评。总的来说，两部影片在立意上呈

现给我们的主人公故事是，前一个是

“信”与“不信”的问题，后一个是“爱”

与“不爱”的问题。我们就以这个不同

的角度议论如下。

张译和任素汐的相爱、分别及至

一生无果，这个痛惜的故事核心在于

张译的不辞而别，和任素汐的渺无音

信。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相爱，并且

深爱。

而横亘在命运当中的是一份应该

属于他们彼此真诚的信任，一份于任

素汐而言又是难以把握的信任，而她

用了一生去等待这份信任的认证。

最终，命运没有给她一个高远，命

运把一种刻骨铭心的宿命痛彻地写入

任素汐的生命当中。

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寻找“信”的故

事——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情在哪

里？到底这份情能不能信？

而影片最后回答我们的是，这份

情不但能够信，而且值得信，是一份沉

甸 甸 的“ 信 ”—— 是 用 一 生 换 来 的

“信”。

这是一个一般人也许碰不着的故

事，但它更是无数人都在寻找答案的

故事。

命运中最重要的颜色是什么，是

心的安放。心只有放在“信”的地方才

是安全的。“信”就是“心”。

《相遇》用了爱情婚恋中必须不可

以忽略的一个“信”，写出了比爱更接

地气的意识与情感。

《攀登者》没有在信字上落墨，抓

的是“爱”还是“不爱”。

吴京和章子怡的“爱”始终围绕着

表达和怎样表达上展开。

这对于那个时代是真实的，那是

一个人们对于爱情的表白有着很多障

碍与隔阂的时代。

因此影片当中无论吴京还是章子

怡，关于爱情的表白都曾经那样踌躇，

那样欲言又止，一直没有坦率、直面地

张言过，把这份深藏的爱一直保留到

生命最后的关头（章子怡）。

这种真实不适合于当下的青年

人。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关于情

感问题的时代？我认为它不是一个

“爱”或者“不爱”（包括表白或者不表

白）的时代——

而是一个比“爱”与“不爱”更要命

的主题，那就是“信”或者“不信”的时

代。

人与人的关系要跨过“信”的大坎。

为什么这个“信”字会成为更甚于

“爱”的价值观核心呢？因为当代属于

商业化充斥而互联网重视社交的时

代。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信用、信

赖、信任、信心，都是当代人解决社会

关系认证和个人社会生活定位的头等

大事。

人与人不是在线性的社会交往中

生活，而是在网状的社会沟通中存在。

“信”才有自身的定位与认证，因

此“信”才能证明你活在当下。

所以，人可以离开“爱”，但是不能

离开“信”。

因此《相遇》的故事和张译、任素汐

的故事就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与共

情。《攀登者》的故事也许同样真实——

但于当下缺乏了时代现实痛点，这是编

剧与导演所没有认识到的。

两个人的“爱”的故事在故事剧情

的编排上可以产生擦身而过的嗟叹，

嗟叹命运的弄人；但两个人的“信”的

故事才能直击心灵的受伤或者治愈。

没有治愈的主题，你想想，能够打

动今天的人们吗？所以我们说“信”是

今天最大的真情，在这个可能是墓碑

的红线面前，电影才能刻写最感人的

主题立意。

中国电影当代成就突出，但是离

拍出人性深度，尤其是贴近人们现实

心灵痛点、从中挖掘人性悲欢的深度

的电影，距离还很遥远。

■文/王小鲁

《犯罪现场》：黑色的况味

■文/王 霞

《我和我的祖国》：
视觉动力学的中国叙事

上映两周，《我和我的祖国》的票

房目前已经跨进产业化以来中国影史

前十，而排片比仍保持在 25%左右。

作为引爆 70 周年国庆档的现象级影

片，与其说它已溢出了“主旋律”、“献

礼片”的标签，毋宁说中国观众为之激

发的历史记忆、家国情怀与盛日狂欢

感，恰恰将“献礼片”从象征层面落到

了现实，弥合了“主旋律”一词自上个

世纪 80 年代末诞生以来在名与物之

间的巨大裂隙。

《我和我的祖国》将“爱国”话题纳

入到工业化崛起的中国叙事之中，撷

取70年建国史中的一系列高光时刻：

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女

排首次奥运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

开幕、太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及两

次大阅兵，从 50 后、60 后、70 后到 80

后中核定出七个有充分市场经验的导

演讲七个故事。由于小人物在宏大历

史前的曝光化叙事策略、影像视觉化

呈现的高度同一性、历史高光节点拉

成的一条线性发展的顺滑轨迹，使得

《我和我的祖国》在影院里制造的关于

共和国历史的书写和围观，与国庆七

天电视媒体循环播出的首都当下进行

的广场阅兵、群众游行和欢庆晚会形

成强烈的呼应与共振。观众从影院的

公共空间回到自家的电视机前，甚至

可以把自己体认进《我和我的祖国》中

的“2019 年 10 月”的第八个故事。文

本与社会形成动力学关系，是所有爆

款影片的共同特点。

《我和我的祖国》极易让人联想

到两部电影。一部是 1994 年同样轰

动 的 美 国“ 主 旋 律 影 片 ”《阿 甘 正

传》，一部是十年前无声无息的国庆

献礼片《天安门》。前者以虚构的小

人物“无意间”嵌入历史影像文献的

叙事方式，曾经深深地触动过被称

为红色导演的叶大鹰，于是有了《天

安门》的创作。但是非常遗憾，后者

的个体化叙事受“天安门”这个过于

强大的历史政治空间压抑，很快被

消解和抛弃了。没料想，《天安门》

颓掉的叙事任务，在《我和我的祖

国》中被黄建新接手。

总制片人黄建新和总导演陈凯歌

在组团之前为这部献礼片定下的十二

字方针：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

撞，可以理解为同一创作思路的延

续。特别是这部集锦的第一个故事

《前夜》，几乎就是《天安门》费劲巴拉

没完成好的“八大灯笼版”被改写好了

的“升旗装置版”，并以“团结紧张 严

肃活泼”的管虎风格，开启了整部电影

关于视觉动力学的中国叙事。

《我和我的祖国》不同于通常意义

的集锦片，后者往往鼓励风格不同的

导演以最大的差异化叙事与形式化创

新完成同一个小命题。由于十二字方

针，《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七个短片却

有着相互传递的视觉主题、一致的叙

事方向，有机化的叙事构成，它们要共

同地、叠加式地完成一个庞大命题。

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每一部短片都由

象征与具象的两条动作线从两个空间

方向，完成一种螺旋上升的激情化和

与有荣焉的共同体叙事。它有效地解

决了《天安门》中的叙事困境，并造就

了一种动作密集、镜头流畅、节奏紧凑

的工业化电影风格，某种程度上地回

应了香港导演带来的主旋律商业片，

如《智取威虎山3D》、《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却没有以

动作与技术的空间延展完全取缔个体

于集体的叙事阐述。

《我和我的祖国》，将“我”从“我

们”中剥离出来，抹去历史景深，抽掉

复杂的政治化内容，建立一种视觉上

的象征关系。

影片让每个故事中的主体人物

“我”都动起来，赋予“我”一个横向的、

不断移动的、焦虑而紧张的运动，让每

个运动都迫不及待地要抵达它的终

点，那个被叙事前提应许的宏大历史

场面。在影片中我们总是看到有个小

人物不停地跑动，要么穿街走巷，要么

越过人群，要么相互追赶，要么策马扬

鞭，要么争分夺秒。

同时，影片让每个故事中都反复

出现一个“上升”的视觉化动作，也即

是红色的旗帜一次次升起，密集的人

群一次次振臂与高呼，向上爆发原子

弹、奥运焰火、香江夜晚的烟花……每

一个故事在情绪上升的时刻都响起一

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强化这个集体向上

的象征性动作。上升，就是集体荣誉

感与全民参与度不断上升的国家大事

件，由“升起”与“仰视”不断交互复沓

的视觉动机完成，并借助一个个电视

屏幕的凝视机制，为文本内外的每一

个“我”带来仪式性召唤和象征性的抚

慰。

小民与大事件（集体主义叙事）的

内在冲突，被处理为个人对于集体需

要不断确认的依附关系，所以不断地

横向追跑，所以最终要抵达并加入集

体仰望的时刻。这两种方向的运动，

构成了我与国的爱的关系。套用德勒

兹的说法，每一个片段都是整体运动

的不动切片，也是大写整体（共同体叙

事）的动态切片。个人追上大事件，才

能从中获得无上荣耀的自我价值感，

因为它是被仰视和围观的。

《我和我的祖国》虽然间接地借用

了《阿甘正传》的叙事策略，却有着全

然不同意识形态表述。阿甘的跑，从

头到尾都只是他一个人在跑，《我和

我的祖国》中所有个体的不懈运动，都

有着集体的助力，还有最后的目标，也

即加入盛大的集体仪式中，达到民与

国的自豪与壮怀。《我和我的祖国》进

行的共同体叙事不是好莱坞的“最后

一分钟营救”，而是“隐忍负重、众志成

城的终创奇迹”。

在这种共同体叙事中，个体的

创伤和委屈在大国强盛的感召下被

抚平。七部短片中都隐隐绰绰地埋

下有另一条不安的线索，在叙事边

缘暗示有被集体抛出的角色，例如

加入庆典筹备工作等待政审通过的

人，曾经背离家国的移民潮与逃港

人群，难以加入群众运动的无名英

雄的苦难家人，以及无名的农民工、

城市顽主、贫穷的后人。但是这些

人最后都站在了一起，共同见证国

家的富强。个体之于集体主义的症

候性创伤叙事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开始，就存在于中国电影中，到了八

十年代以后，开始了大量的反思。

其实这七部短片中的人物和故事的

规定情境都给中国观众带来一种熟

悉的观感。比如《前夜》之于《黑炮

事件》，《遇见》之于《夕照街》与《埋

伏》，《夺冠》之于《我的九月》，《北京

你好》之于《本命年》与《上一当》等

等 。 还 有《白 昼 流 星》之 于《黄 土

地》、《孩子王》甚至《霸王别姬》。

顺便讲一句的是，七部短片中唯

有《白昼流星》在共同体叙事的视觉运

动方向上出了问题。大事件高光时刻

的向上运动，被处理为游子回乡的向

下坠落的视觉动作；横向追逐的个体

化叙事，被处理为无知懵懂的问题少

年不知感恩地要脱离集体远走他乡，

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也许

《白昼流星》单独拿出来，只把它当做

一个关于启蒙的寓言故事，观众未必

会从现实生活中去苛刻人物的着装、

干部待遇、政策落实以及航空事件的

细节。但是它呈现出一种与整体叙事

相反的逻辑，这才使得观众从现实逻

辑里挖掘它不可信之处。

总之，正如福柯那句老话，重要的

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

述的年代。文牧野在这方面有着比大

多数积极进入市场的中国导演有着更

为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代是电影真正

的主题，而《我不是药神》与《我和我的

祖国》所遭遇的时代恰好是讲述大国

精神的时代。

这部影片的观感超过了我的期

待，是最近比较值得看的一部电影。

影片的编剧很好，虽然人物之间的关

系设定、情感戏较为干燥，但结构很完

整，架构也很大，只是人物太多，有限

的片长里面来不及进行更深入完整的

人物塑造和情绪铺陈。电影中两条线

索穿梭交织，逻辑清楚，因果分明，而

且看这种警匪类型片，我们更着重其

整体逻辑和完整的结构能力，以及人

物行动力的硬气。

我觉得这部影片是一部黑色电

影，或者比较接近黑色电影，这个风格

主要不是从摄影风格和美术灯光上来

实现的，本片摄影色调经常很饱满靓

丽，没有那么具有黑暗气质。它的黑

色主要从情节和人物设定上透露出来

的。虽然结尾处，视力衰减的女房东

得到了房客、抢劫犯古天乐的眼角膜

捐献，从而使得她能够清晰地看到了

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东方之珠的辉煌

尽收眼底，但这只是一个附加的“甜

点”，“主菜”还是黑暗料理。当然那个

结尾也使得本片具有某种寓言色彩，

这倒是香港黑帮警匪电影的一贯传

承。

这部影片的情节说起来比较复

杂。一起珠宝店抢劫案中，珠宝店护

卫何兆东和工作人员杨见姗被伤害，

后者被致残，一位顾客的母亲死于现

场。抢劫过程中，一个被警官叶守正

安置在匪帮内部的卧底被悍匪汪新元

（古天乐扮演）识破，并被他击毙。

案件之后，古天乐同伙徐糠被人

谋杀，抢劫来的珠宝也失踪了，警官叶

守正调查古天乐，与此同时，盗匪古天

乐也在展开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他

的团队其他成员也陆续被杀害。

姜皓文扮演的叶警官身上有一种

狂热的气质，所以在观众的视角上来

看，叶警官也有犯罪动机，他可能会为

了卧底的被杀而报仇。因为跟随古天

乐的视线，我们看到在一个监控录像

中，古天乐发现自己同党被炸死的时

候，警官的卧底就在爆炸现场附近。

警察和匪徒都有犯罪嫌疑。电影

在故事情节里添加了一个鹦鹉，警察

曾在徐糠被杀的现场发现一只鹦鹉不

听地喊叫“救命”。这个鹦鹉是一个目

击者，它略通人语，还会表示肯定和否

定。所以这个时候观众对于那个鹦鹉

抱有十分的好奇和期待。动物当然不

能做出具有法律效益的证明，这个鹦

鹉被一个善良但是“不务正业”的警察

林法梁收养。

叶警官看不惯行为怪异的林法

梁，称呼他为垃圾。但电影呈现了林

法梁借高利贷来收养流浪猫，可见是

一个爱心人士，电影显然将他处理为

面对这个案件立场唯一可信的调查

者。他的行动具有某种中立性的色

彩，他提着鹦鹉去调查的场景富有喜

剧效果，也给予人悬疑期待。

当叶警官去调查珠宝行护卫何兆

东的时候，林法梁提着鹦鹉赶到。鹦

鹉在现场尖叫救命。至此，杀害徐糠

的凶手被隐约推断出来，可能是叶警

官。

但不久后，叶警官的尸体却在遥

远的地方被发现。最终的调查证明，

鹦鹉还是发挥了另外的作用，生病了

的鹦鹉身体不适，竟然吐出了一颗蓝

宝石，曾经何兆东女朋友杨见姗戒指

上的蓝宝石不见了，所以，这个鹦鹉再

次发挥功能，基本推断出罪犯是何兆

东。

不是何兆东一个人在行动，连续

几个盗匪的死亡，是何兆东和几位珠

宝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组成的复仇小

组干的，而且珠宝也在他们的手中。

当叶警官查到他们，义正词严，复仇者

们却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他们

说这些赃物应该由他们和叶警官一起

分掉。而叶警官希望多分一份给自己

死去的卧底家属。然后叶警官被这些

复仇者杀掉了。

这一切虽然不合法，但是似乎有

点合理。这些人都抱持自己的正义理

由去行事，他们用个人的手段实现了

各自的正义，虽然不是法律正义，而是

报复正义。

与此同时，古天乐也得到那批珠

宝要变卖的消息，于是他假装成购买

者，来会那批复仇者。而复仇小组中

仅剩下的何兆东明知情况，仍然毅然

赶到现场，可见对于他重要的不是钱

财，而是为了自己爱的人复仇。最后

古天乐和何兆东双双毙命。大家为了

各自的情怀和正义互杀，这个人物行

动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人的激情和光

辉，但却是被玷污了的行动，是不合法

的行动。这增加了一种人生本体的寓

言式的悲剧感。

整部影片的犯罪和破案情节逻辑

很顺，因果清晰，电影制作者作为上帝

和道德的执行者，赏罚分明，该杀都杀

了，该给予的都给予了，替天行道，干

脆痛快。各位复仇者虽然最初是受害

者，但是毕竟触动了法律，当私心贪欲

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时候，命运的阴

影如期而至。叶警官爱护同事，但当

他使用非法律手段达成协议时，他也

就犯了大忌，所以也只能接受失败的

命运。而悍匪古天乐从一开始就错

了，抢劫银行，滥杀无辜，他的命运也

十分可见。电影虽然有很多枪战场

面，但那些场面本身的吸引力不大，并

没有特别出色，影片的吸引力在于让

所有人死得其所之后，观众也许能够

忽然领略到人生之黑色的隐隐快意。

最后一场戏，何兆东毙命前呼喊，

世界不该是这样的！而古天乐最后一

枪是向天开的，也有一种问天的意

味。他身后的铁丝网上有一行英文

——The memory of the lost soul。

认识到无意义，也是一种挣脱，其

中也有快意。意识到电影人物所做的

都是激烈而且无意义的挣扎，这一点

也让人倍有同感，倍感欣慰。这是一

种属于黑色电影的快感。古天乐和女

房东Joy的戏，其实也是如此，一个杀

人犯没有未来，所以这个爱注定无果，

绝望成为必然，人生的黑色似乎成为

无可更改的事实。

古天乐住在Joy家封闭的出租房

的感觉，很像梅尔维尔《独行杀手》里

阿兰·德龙住在一间简陋的旅馆里的

情形，他要自己为自己治疗手臂上的

伤。而古天乐让女房东去买镇定剂，

仿佛吃很多都无法镇定。他还时常出

现幻觉，处于莫名的精神折磨中。孤

独痛苦的杀手形象再次浮现。

虽然Joy不是黑色电影的蛇蝎美

女，她仿佛是没有丢失灵魂的那个人，

电影在拍摄她的时候，房间色彩饱满

靓丽，是一种安定的所在。但其他部

分还是很具有黑色电影特质。人物善

恶并不是那么分明，电影人物的前史

都没有交代，一切都在未来的行动中

展开，颇具存在主义气息。个体行为

的心路历程也没有过多交代。电影更

多是设定了一些结构性力量的对抗，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很合理，当然观众

还是会看出一些小失误，但似乎不是

太重要，人物只是机械地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似乎缺乏更多血肉和呼吸。

古天乐还是一副硬汉冷面，虽然有人

说他的表演比以前层次更多了。不过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无需过多

交代，观众和影片中人物都好像历尽

了沧桑，无需多嘴，只需要去体会一种

灰暗况味，仿佛观众所在的现实世界

自动为这一切剧情的发展提供了心理

上的铺垫和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