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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是李亘

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在青年导演的创作

序列中，基于自身经历改编的首部作品

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部影片也是

如此，它取材自李亘本科时在日本做交

换生一年的生活经历，片中的时间地点

都与真实情况基本吻合。影片的前期完

成于2019年，在还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的时空里，导演选择了实景拍摄。于

是，片中出现的日本街道、电车、东京塔、

中华料理店、居民住宅等，都与我们熟悉

的日本电影中的图像志并无二致。

影片从主人公李小李离开东京渊野

边的前夜讲起，从开始就定下了离别的

调子，也确定了李小李串起全片的位

置。大多数时刻里，李小李既是观察者

也是参与者，但其他人的生活偶尔也会

被推到前景。除李小李外，影片还选择

了9个人物作为表现对象，其中既包括在

日华人、日本人，也有中日混血。每个人

的比重略有不同，这种散点透视的处理

带来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群像。他们

的身份有所差异，但在李小李的视角中，

异质性的部分被呈现得很少，他更多“看

到”的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日常生活与人

情世故。

这些身在远方的人们都具有相近的

社会地位，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甚至

贫困的市民阶层。除了南国亭的工作

外，赵青木、理惠还需要在别处打工，万

师傅在吊水时会计算医药费需要炒多少

盘虾仁，理发店老夫妇用优惠券点着最

便宜的饭，邱邱则将自己委身于酒吧老

板。作为南国亭店长的管唯，实际上也

并没有摆脱这个阶层，她得不到永久居

住权，住的房子也很有可能是长屋（因此

吵架会被邻居听见报警）。

但影片并不致力于进行一种社会学

式的观察，人物的日常在经历李小李的

目光之后，需要从情感的逻辑将其打

开。我们会发现，片中人物的家庭都是

有缺憾的。在此一基础上，这些人物的

身份问题与家庭问题被并置在一起，对

身份的追问通过对家庭的追问得以替

代。其中最典型的是拥有混血身份的赵

青木，他无法拥有彻底的归属感，与每个

人都只能是“半个老乡”。他对身份的回

避/确认以强调姓名的方式呈现，身份的

不确定性始终与家庭的撕裂共存。管唯

想要拿到永居，但并不意味着对身处之

地的归属感，她的目的是建立家庭，“和

真正的亲人生活在这里”。于是身份被

家庭所置换，从这个角度也就能够理解

片中反复出现的东京塔——其实与真正

的地理景观或是文化认同关联不大，它

的作用更像是“图腾”，提供了牢固稳定

的家的概念。

如果说南国亭——中华料理店本身

也是一种融合——作为圆心，组建起类

似家庭的关系，那么贯穿全片的鱼这一

意象则着眼于个体：小溪里的红色锦鲤，

库房鱼缸里的鲷鱼，黎老师家鱼缸里小

小的孔雀鱼，邱邱画中的鱼，李小李提及

父亲类比摔在地上的鱼等等，鱼的所指

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微小差别，但都能归

结于孤独与显眼的辩证，也是个人成长/

转变的线索。

在远方看见日常的一个结果是，李

小李实现了自己的成长：从开头时无法

在超市推销食品，到结尾处举起菜单在

大街上为南国亭叫街推广。除了这一处

的首尾呼应外，开头结尾的两次理发也

饶有意味：李小李于渊野边的第一次出

场，就是在理发店剪完头发的镜中形象；

而到了影片的末尾，黎老师也终于在异

乡第一次走进理发店，带着她的新发型

步入下一个春天。

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片中的女

性无论是管唯、黎老师、理惠、理发店的

老婆婆，甚至邱邱，都是短发。让我们回

到公交车的段落。在那里，李小李曾对

黎老师谈起自己母亲为了照顾生病的父

亲，将原本一头长发剪短的过往。那么，

在这个李小李“看见”的世界中，很难不

将普遍的短发女性视作是母亲的隐喻。

而且这些女性都与某种母亲身份/渴望

相关联，并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照顾者

的角色，管唯与理发店的老婆婆渴望成

为母亲，理惠与黎老师本身就是母亲，邱

邱的头发最长（她实际上也处于照顾者

与被照顾者之间），但在结构上几乎要成

为母亲（继母）。

在这样的一个广义的“家庭”里，男

性角色的刻画要么相对较少，要么面临

被遣返或被遣返支配的恐惧。李小李在

异国的日常中或多或少提到了他在国内

的家庭情况。这些谈话很难不让人联想

到文本之外导演李亘的真实生活。尽管

桌上那张全家福始终是模糊的，但每一

次当李小李提起父亲，观众很容易格式

塔出一个父亲的形象。导演不避讳借李

小李、黎老师、邱邱等人之口对他家庭的

描述以及对他行为的判断。在这一程度

上，导演是坦诚的，文本与生活也构成了

彼此检阅的镜像。

虽然男性/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但

细节表现不乏生动之处。在卡拉OK的

那场戏中，陈永忠扮演的万师傅恍惚间

使人串场到《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左宏

元，同样动情的演唱，只是这一次的万师

傅是感性内敛的。当唱到“让我再说爱

你”时，万师傅在歌词的最后两个字闭

麦，人物的性格就于这寥寥几笔之间体

现出来了。

影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两处无

会期离别的处理——一是借由理发店老

先生独自到南国亭用餐，二是通过邱邱

看见理惠别在胸前的蝴蝶发卡——导演

并没有让观众直面离别的苦楚，反而使

用了体面节制的手法。在这样一个拥有

强大制作团队的新人作品里，视听语言

不可能出现纰漏，但同时也很难标记出

导演的特点，作者性就埋在细节中。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在远方看见日常

3月14日，《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

门桥》）票房突破40亿元，共有超过8000万观众

走进影院支持该片。至此，《长津湖》系列两部累

计票房已达97.77亿元，不仅前作取代《战狼2》

跃上中国影史单片票房榜首，该系列也成为中国

影史票房成绩最高的系列电影。

此前，最高纪录为《唐人街探案》3部的累

计87.43亿元。排在其后的是“我和我的”系列

3部的近75亿元，《战狼》系列2部的62亿元，以

及《捉妖记》系列2部的近47亿元，动画电影《熊

出没》系列8部的近42亿元。

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说：“票房看起来是一个

数字，数字背后却是人心。”《长津湖》系列两部

除了累计票房近百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

亿刷新纪录，还创造了两个“之最”：

一是持续放映时间最长。《长津湖》自2021

年国庆档一直上映到2022年1月底，也就是《水

门桥》上映之前，这样两部影片在大银幕上“无

缝对接”，《水门桥》至少上映至3月底，因此该

系列两部总映期长达半年之久，为电影产业化

二十年以来首例。

二是社会效益最好。两部影片在中国电影

观众满意度调查的评分分别以89.6分位居单片

历史调查第二位，和以88.9分位居春节档历史

第一位；在豆瓣评分分别达到7.4分和7.2分；在

网购平台猫眼和淘票票的观众评分都分别为

9.5分、9.6分。

更难能可贵的是，《长津湖》上映后引发“长

津湖效应”，无数衍生话题登上热搜、频频“破

圈”，激发全民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了解认

识和讨论交流，激荡广大观众对志愿军的崇敬

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毋庸置疑，《长津湖》系

列将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拓了主流电影的新境界

在《长津湖》上映之前，业界主流观点普遍

对于该片的票房预测停留在三四十亿元，基本

参照《八佰》的市场表现，直至国庆档之后还很

少有人认为最终票房可以超越《战狼 2》。但

《长津湖》则以充足的后劲不断刷新市场期待，

最终以57.75亿元票房，超过《战狼2》保持了4

年多的56.94亿的单片票房最高纪录。《水门桥》

在春节档疫情反弹等多重因素干扰之下，也再

接再厉收获40多亿元的票房。这无疑给主流

电影尤其是历史战争题材的主流电影创作再次

注入强劲信心。

我们都知道，之前《战狼 2》虽然也算在主

流电影序列，但毕竟不像《长津湖》系列，属于有

着真实历史史实基础、正面弘扬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的主旋律电影。2021年国庆之际，党中央

批准中央宣传部梳理公布了首批46个纳入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其中就包括

抗美援朝精神。这还是首批，就是说未来还有

更多的精神会丰富到谱系当中。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正在发

生的新时代中华儿女奋斗圆梦故事，有着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资源。而就讲述抗美援朝

战争故事的影片，根据国防大学教授詹庆生统

计，从1956年《上甘岭》上映一直到2019年，63

年中也总共只有21部，其中很多都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创作摄制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电

影产业化二十年来的寥若晨星。这也就是说，

《长津湖》系列就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发现

了一个新的宝藏，未来主流电影创作者会更有

勇气投入到各类精神的正面表现当中，也更有

信心继续赢得市场和观众。

当然，前提是像《长津湖》系列一样，要在选

好题材、角度的基础上，努力在讲好故事、拍成

精品上下功夫。要突出思想内涵、提高艺术品

质，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将历

史大事、高远战略、家国情怀融入普通人物，注

重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人物呈现大时代、

以小故事映照大图景，传递积极健康向上的价

值观，获得观众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长津

湖》系列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

将之发扬光大、拓展了主流电影的新境界。

探索了团结合作的新模式

《长津湖》系列虽然由博纳影业集团主导，但

联合了20多家出品单位，在准备投入拍摄期间

还遭遇疫情严重影响一度停滞，被称为中国电影

最大投资的十几亿人民币数额，部分原因也是疫

情所致。除了投资数额巨大、创作时间超长，该

系列电影作为重要创作任务、作为恢弘战争史

诗，其所调集的创作制作资源也非一般影片可

比，在诸多层面都可谓中国电影的“顶层设计”，

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

此前 2020 年的《金刚川》在三个月之内创

作完成，实现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意义

上讲，《长津湖》系列的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第一部剧本多达37稿、长达200多天的拍

摄周期、1.2万人参与拍摄……但是陈凯歌、徐

克、林超贤三位导演和监制黄建新密切合作，发

挥各自所长，推出了一部完成度高、融合度同样

很高的系列两部精品力作。第二部《水门桥》创

作完成后，徐克导演署名导演，陈凯歌、林超贤

则高风亮节退居“幕后”。在“我和我的”系列、

《金刚川》等之后，该系列再次擦亮中国电影人

团结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品牌形象，

这无疑是中国电影的宝贵经验和巨大财富。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预计将会有

十多部重点主旋律影片联合献上厚礼。“十四

五”中国电影要达成每年重点推出10部左右叫

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每年票房过亿元国产影

片达到50部左右的任务。2035年则要实现电

影强国目标，国产影片尤其主旋律重点影片使

命在肩、任重道远。

随着近两年多来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蔓

延，各国电影均在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兴休闲娱乐

方式加速冲击下受到巨大损失。一方面进口电

影的创作和引进严重受限，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

在中国市场的“天花板”初现，票房最高的《复仇

者联盟4》，仅以42.5亿元人民币，排在中国市场

票房榜第7位。中国电影要长期保持在票房增

长轨道、最终迈向电影强国，主流大片必须发挥

更大的“头部”引领作用。在此维度上看，《长津

湖》系列探索的中国电影人团结合作创造无限可

能的新模式，无疑对未来的电影创作有着极强的

借鉴价值。

昭示了电影工业的新方向

回望世界电影百余年历史，电影本身就是

科技进步的产物，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

色、从胶片到数字，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深刻影

响。在屡次遭遇电视、互联网等不断更新迭代

的新媒体挑战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也通过宽

银幕、立体声、数字高清、3D巨幕乃至裸眼3D

等技术革新一次次应对、实现涅槃重生。如今

在互联网短视频、网络电影、网剧、电视剧、游戏

和线下“剧本杀”等叠加疫情影响社交、分流观

众的情况下，保证电影的大银幕品质，发挥电影

不可替代的视听效果、观影氛围、社交属性，显

得尤为关键。

在此意义上，战争片最能集中体现一个国

家电影工业、制作水准和产业综合实力，而《长

津湖》系列不负众望将中国电影工业美学提升

到新的高度。重装出发的《长津湖》为赶上

2021年的国庆档，克服千难万险，与时间赛跑，

并秉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使得制

片管理、导演调度、演员表演与服装、道具、美

术、化妆、视觉设计等各环节多管齐下、齐头并

进，实现完整统一的美感，最终呈现出一部场面

宏大、细节真实、沉浸感强的大银幕史诗巨制。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电影要实现持续健康

发展，最终建成电影强国，像《长津湖》系列这样

制作水准、视听效果一流，能够做到科学管理、

多线索推进、有效控制进度和质量标准的“高概

念”电影是重要引擎。可喜的是，国产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2》已经在制作中，该系列有望去冲

击《长津湖》系列的最高票房纪录。此外《伟大

的战争——抗美援朝》、《长空之王》等更多能够

代表中国电影最高工业水平的多个项目也陆续

启动。希望未来的中国电影能够延续《长津湖》

系列所昭示的新方向，与时俱进强化科技攻关、

彰显工业实力，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手段，不断丰富电影艺术表

现形式，为中国电影再次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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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安魂》讲述了一对父母痛失

爱子后，开始反思自己在处理父子关

系上的缺憾，渴望再与儿子对话以安

抚其灵魂，表达歉疚之意去求得自己

的灵魂安宁。该片由《鳗鱼》编剧富川

元文执笔，《萤火虫之墓》导演日向寺

太郎执导，国家一级演员巍子、实力派

演员陈瑾联袂出演。

世界上令人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白

发人送黑发人。周大新的儿子周宁还

未到而立，正值年轻有为，渴望着在自

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之际，却不

幸逝去。周大新在送走儿子周宁之

后，忆起周宁成长的点滴，有幸福，有

苦涩，有深深的追悔和自责。小说由

两部分构成：上半部分是周大新回忆

儿子周宁生前之成长，其中有作者对

儿子无比深情的爱与记忆，也有作者

对自我的无情的解剖甚至痛恨；下半

部分则是儿子周宁进入天国之后父子

的对话，以周宁的视线牵引出人类古

今历史上的哲人思想与精神锻炼。小

说呈现出周大新对儿子沉痛的思念，

对人世深切的思考 。

据著名文学评论家胡平先生介绍，

原著小说父亲与儿子的对话更加富有

广度、深度，文字本身也富有感染力。

因此，胡平先生建议看完电影的人也要

去读原著小说，会有更多的获得感。笔

者相信胡平先生的话是肺腑之言，但是

要花时间去读原著长篇小说，对很多电

影观众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

至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笔者

个人其实是学文学出身的，但是进入电

影界以后，就很少能够挤出时间去完整

地阅读一篇长篇小说。最近热播的电

视剧《人世间》受到了观众的强烈追捧，

那么梁晓声的原著小说曾经在茅盾文

学奖的评选中获得全票，更值得去细致

阅读。估计迄今为止，完整阅读梁晓声

先生原著小说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包

括笔者在内，也都还没有抽出时间去完

整的阅读梁晓声的原著小说，貌似阅读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真的是一件非常

“奢侈”的事情，毕竟现在是快餐文化时

代，一个“短视频”的时代，而且是不可

逆转的。

说起周大新，说起周大新的原著

小说《安魂》，以及周大新先生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可能

知晓的人都不是太多（笔者个人居然

完整地阅读过周大新先生的长篇小说

《湖 光 山 色》，貌 似 离 文 学 还 不 是 太

远）。不过，提起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银

熊奖的电影《香魂女》，应该差不多是

家喻户晓吧……电影《香魂女》改编自

周大新的同名中篇小说，原名《香魂塘

畔的女人》，讲述了两代女性的凄美命

运之歌。可以说，除了文学与电影的

差异，单是《香魂女》就比《香魂塘畔

的女人》更容易得到有效传播。事实

上，电影片名也隐藏着电影的大学问，

或许也包括文学。

坦白地说，观看《安魂》，也是笔者

个人多少年未有过的一种别样的观影

体验。或许，《安魂》这样的电影也只

有日本的编剧才能够写出来，日本的

导演才能够拍摄出来。因为在目前的

社会环境和电影环境下，中国电影人

很少能够真正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去

慢慢体悟人生，慢慢创作一部作品。

前段时间再次看日本的影片《东京物

语》、《秋刀鱼的味道》、《入殓师》，一

个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静电影、慢电影“绝对需要在一种心

平气和、慢下来乃至“虚静”的状态中

下才能拍摄出来。

《安魂》巧妙设计了一个长得与死

去的儿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物，以

取代不能出现的“天堂、灵魂”之类的

呈现。影片有一段父亲与儿子临死前

的对话，有一句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台

词，就是临死前的儿子告诉父亲说：你

爱 的 不 是 我 ，爱 的 是 你 心 目 中 的 儿

子……这句话深深打动并且刺痛了父

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因此，父亲明

知道是一个骗局，与他儿子长得一模

一样的年轻人是一个所谓的骗子，但

是他仍然愿意去“对话”，就是想多听

听儿子的声音，多感知一下儿子的世

界，以弥补心中无法排遣的愧疚和痛

苦。影片中的天堂、灵魂之类都是彻

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论者所能不

能相信的，因此影片巧妙设置成为一

个诈骗集团，最终被抓获或者自首，因

此得以顺利通过。无论如何，我们应

该给电影松绑棒，给电影人尤其是创

作者松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释放艺

术家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的

电影类型才能够丰富，电影的风格才

能够多样，电影的质量也才能够得以

提高，最终与观众达成良性的互动，建

立更高的信任关系。也只有如此，中

国电影才能实现可持续繁荣发展，高

质量发展，真正的赢得观众的信任和

支持。历史的辩证法是如此，艺术的

辩证法也是如此……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文/饶曙光

感受《安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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