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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

族，通过文艺作品讴歌英雄历来是

中华民族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英

雄叙事也一直是中华民族文艺创作

的重心。在经济飞速发展、文化丰

富多元的今天，如何用影视作品讲

好中国故事，塑造出打动人心的英

雄形象也一直是影视创作者们孜孜

以求的共同目标。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通过

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在高原与

解放军官兵一同戍边的感人故事，

影片以一种平和朴实、温和细腻的

叙事风格，在真实基础上进行艺术

重塑，塑造出拉齐尼·巴依卡这样一

位既是真实生活的再现，又区别于

现实中的英雄形象，这部电影所采

用的叙事风格凸显出新疆影视创作

者对新时代英雄叙事的新探索。这

种新探索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塑造出平实鲜活、生动

感人的英雄形象

近年来，《中国机长》、《红海行

动》、《攀登者》等一批中国新主流电

影的出现，成功地实现了热烈的家

国情怀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将

中国主流价值观缝合进新主流电影

之中，避免了主旋律题材电影生硬

正板的说教，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和票房佳绩。这些新主流电影在

英雄叙事方面具有新的特点，它们

塑造出一批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超级

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因其所具备的

“超凡”能力成了广大观众所崇拜与

敬仰的对象，对于激发中华民族的

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尊心具有非常

显著的成效。但是这些英雄形象因

其过于“超凡”而使广大观众感到一

种距离感、生疏感。这种距离是因

为所塑造英雄很难从心理上激发起

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文艺创作中，依据真人真事

来叙写英雄形象很容易将人物塑造

成“高大全”的形象，使得人物缺乏

感人的魅力。但影片《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却避免了将拉齐尼·巴依卡

塑造成为“高大全”式的人物。天山

电影制片厂创作团队在创作采风

中，深入生活，了解了拉齐尼·巴依

卡的生平事迹之后，抓住英雄日常

生活中的细节，凸显英雄的平凡质

朴的人情味、人性美。如拉齐尼·巴

依卡为儿女们做香喷喷的抓饭，在

寒冬来临之际为兄弟刘红军送护

膝，为离开濒死的牦牛流泪，这一切

展示得真实自然而富有人情味，使

得英雄形象生动鲜活了起来，拉近

了观众与英雄的情感距离，激发起

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使得观众愿意

向其学习，也能够向其学习。在这

种情况下，英雄形象所承载的崇高

精神才被无限生发。

二、以英雄成长为叙事线

索，强调英雄形成的基因

影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虽然

采用时空交错的方式展开叙事，但

整部影片却是以“时代楷模”拉齐

尼·巴依卡的成长经历为叙事主线，

属于典型的英雄成长叙事。在电影

艺术领域，英雄成长叙事具有成熟

的逻辑：英雄主人公出生后，在成长

中积蓄力量、增长本领，最终成长为

具有独特个人魅力、非凡才能和杰

出智慧的英雄形象。根据这样的成

长叙事逻辑，电影艺术英雄叙事也

形成了标准的英雄叙事模式：英雄

天赋异禀——接受使命召唤——英

雄经受磨炼——英雄需要精神导

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虽然也按

照此种英雄成长的逻辑进行叙事，

但未完全套用英雄叙事的标准模

式，只是在遵循生活真实的基础上

对标准的英雄叙事模式进行了改

造，以英雄成长为叙事线索，呈现了

英雄形成的多重基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的英雄

形象是根据拉齐尼·巴依卡这一真

实人物艺术重塑而成，真实的拉齐

尼·巴依卡并非天赋异禀、也并不具

备超凡的能力，更不具备惊天动地

的英雄壮举，因此影片没有将其塑

造成传奇英雄，没有浅显地停留在

对真实时代楷模的宣教功能与烈士

的歌颂缅怀上，而是从英雄成长的

真实事迹中寻找英雄叙事的新方

式。著名学者胡克认为英雄形象分

为行为英雄与思想英雄。《花儿为什

么这样红》正努力将时代楷模塑造

成为具有崇高思想的英雄形象，强

调了他的思想。

从英雄叙事标准上看，影片首

先打破了英雄成长中“英雄天赋异

禀”的成长起点，而是从拉齐尼·巴

依卡的家庭出身来探寻英雄成长的

第一条基因，通过展示拉齐尼·巴依

卡一家三代在艰苦的条件下担任巡

逻向导的事迹来表明英雄子子孙孙

接续奋斗的精神图腾，影片中祖孙

三代的英雄行为被“以点带面”地呈

现出来，揭示出拉齐尼·巴依卡英雄

思想形成的家庭因素，也可称之为

天然基因或者说是传承基因。紧接

着，按照英雄叙事的模式来看，拉齐

尼·巴依卡在成长中还必须经受磨

砺，在磨砺中需要一位指引他成长

的精神导师。影片主人公拉齐尼·
巴依卡是真实人物，所以在英雄形

象的重构过程中必须遵循原型叙事

的规则，他的成长的轨迹不能随意

改变，于是影片设计了刘红军这样

一位“精神导师”。按照艺术创作的

规律来看，刘红军这样的虚构人物

是可以根据众多人物原型的经历与

特点融合而成的，于是刘红军这名

精神导师就被典型化地塑造了出

来。刘红军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是

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的心

中始终装着帕米尔高原的人民，为

了帕米尔高原的兄弟和孩子们，他

放弃了渴求已久的与妻儿们的团

聚、一直坚守在艰苦的帕米尔高原

上，甚至为了救拉齐尼·巴依卡而牺

牲了生命。刘红军的英雄思想与英

雄行为深深教育引导着拉齐尼·巴

依卡。赵红军在影片的英雄叙事中

也就承担了“精神导师”角色。刘红

军在与拉齐尼·巴依卡的长期交往

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他心甘

情愿地向刘红军学习，最终成长为

一名刘红军式的具备崇高精神与品

质的思想英雄。按照英雄叙事模式

来叙事，英雄需要更多的磨砺与锻

炼才能具备成为英雄的能力。在和

平时代的英雄，不可能经历战争的

洗礼，只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

品质、锻造意志。于是影片通过视

听造型手段将拉齐尼·巴依卡在艰

苦工作环境中所经受的磨砺全面展

现了出来，那崎岖陡峭的山路、那漫

天飞雪下冰雪封冻的坚硬光滑的湖

面、寒风凛冽中吞雪充饥的生活情

景，无不彰显英雄所经历的常人所

难以忍受的磨难。这些艰苦的条件

没有挡住拉齐尼·巴依卡无怨无悔

的工作的信心与决心，而是锤炼了

他的品质，使他最终成长为新时代

一名英雄。这名英雄是新时代的英

雄，他具有坚定信仰、充满着顽强的

精神力量，高扬着新时代的崇高精

神，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按

照英雄叙事的标准模式，英雄还需

通过一个令人震惊的行动来完成英

雄形成仪式。拉齐尼·巴依卡最后

奋不顾身跳入冰河勇救落水儿童的

壮举，既是生活中真实的事件，也是

电影英雄叙事中英雄形成的仪式，

表明英雄叙事完成，英雄精神以一

种悲壮激烈的气韵充斥在广大观众

的心中，使得整部影片呈现出一种

悲壮的艺术之美。

（下转第12版）

《花束般的恋爱》在中国院线

收获了 9000 万票房。这些年中国

院线一直有日本电影的身影，但大

多没有很大声响。《花束》为什么反

响这么热烈呢？两位主人公的恋

爱从大学谈到了毕业，一共四年左

右时间。也许与这个时间段的年

龄层正好是电影院观众的主体人

群有关。

另外当然也在于其优秀的叙

事质量。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特

别普通的爱情故事，恋爱时有互相

发现和自我发现的神奇，那个时候

致力于追求一种一致性与和谐，之

后关系固定，而且进入社会，要在

社会中磨合，于是两人关系的某种

一致性与捆绑成为枷锁，成为需要

逃脱的东西，然后在伤感和豁达之

间，一对恋人分开了。

这么普通的故事，其中包含的

也是爱情的必然走势，但是却被影

片的作者（影片创作人员包括编

剧）细腻地捕捉到了，他们用微妙

的细节来展现情感的起伏，很有说

服力。

也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所以可以带入更多人的经验，因此

这部电影才有这样的广泛性的共

鸣。我想起可以和这部影片比较

的，是大概十年前的《被人遗弃的松

子的一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少年，社

交软件上所填写的最喜欢的影片，

往往就是这一部。这部影片也未见

多么超凡，但似乎言说了一代人的

心声，很有宣泄集体情绪的力量。

《花束》这样的叙事，也因此有

人说其主旨其实有点陈旧了。但

是这是人和影片建立互动关系的

复杂的一面。过来人、年长者或资

深电影人经常会表示悲观，觉得好

的电影故事已经讲尽了，很难再有

创新了，但是影片所面对的是鲜活

的观众，比如恋爱叙事，并不因为

上一代人已经谈过恋爱、恋爱不再

是一种新的叙事形式而被抛弃。

更年轻的新观众带着他们的

年轻的肉体和情感去与电影接触、

碰撞，仍然产生了电闪雷鸣的效

果。一个 50 岁的人带着他的身体

和知识去和电影碰撞，和一个 20

岁的青年带着她的身体进入电影

院——他们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化

学反应。

电影的生命力在于它和一茬

茬新青年的互动，在于它将相对永

恒的人性和新的时代空间加以交

融。《花束》的确有一个新的时代背

景，一个日本人当下的生存境遇。

在这个时代里面，工作环境对于爱

欲的压抑似乎更为严重。时代对

于劳动者的不友好，影片通过一些

细节进行了交代。

但 本 文 来 不 及 描 述 这 个 部

分。两个人的爱情建立的过程和

爱情虽在但要忍痛分开的过程，是

影片的主体部分，是最为让大家所

欣赏和唏嘘的。

首先是爱情建立的过程。两

个大学生小娟（八谷娟）和小麦（山

音麦）邂逅，并无意中发现他们的

志趣相投，他们穿一样的白色鞋

子，喜欢一样的诗歌和小说，都很

喜欢押井守。这让这对年轻人十

分欣喜。这似乎破除了他们长久

的孤单状态，他们发现了生命与生

命的契合。

有一位叫王欣慰的影评人很

有见地，认为《花束》有“物象化的

情感表达”。他提到上面所说的鞋

子、书——“然而，这种基于物而产

生的爱情，实际是一种虚浮的表

象，因为物遵循消费逻辑，如同时

尚，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

也暗示两人的情感在不久之后会

出现变动。”

从这位作者的角度来说，也许

是有其道理的。日本文学和电影

中的恋物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但

是对于物的理解各有不同。尤其

是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物有着非凡

的功能，我觉得很多地方与《花束》

中对于物的使用有所类似。物是

什么？物是生命的一种外化形式，

物是生命和时间的附着物，物也是

一种重要的生命尺度。在《花束》

里 ，年 轻 人 在 便 利 店“ 买 了 一 罐

350ML 的啤酒，和你在夜间散步”。

物在这里有一种确定性。中

国文化心理中人心与外物的交流

关系也十分发达。而且有时候，物

里有人的痕迹，有时候恋物的根

本，是对于生命本身的珍惜。当然

物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文化

意义。有时候物是一种生命和时

间的坐标，是一种流动生命中的确

定性。物里面有光辉。村上春树

小说里面的物被突出和强调得特

别多。男主人公的女朋友跟别人

走了，那一天，“我吸了六支烟，折

断了三支 HB 铅笔。”失恋的沮丧被

量化了。在《寻羊历险记》里，我养

了“一匹老雄猫，一天抽 40 根香

烟”、“我有 3 套西装、6 条领带、还

有 500 张不再流行的唱片。”

很多时候，无关乎消费主义。

尤其是小娟在小麦的书房里，看到

与自己差不多的藏书的时候，两人

十分欣喜快慰。本雅明说，房间就

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当小娟进

入小麦的房间，细腻观看其中物

象。就等于进入了小麦的内心世

界。影片中还出现了巨大而突兀

的“物”，小麦有一个嗜好，喜欢看

东京城内的巨大的天然气储藏罐，

他还将这些巨大的罐拍摄下来，剪

成了一个两三个小时的片子。这

令 我 顿 时 想 到 的 是 村 上 春 树 的

《1973 年的弹子球》。当男主角在

郊区一个的仓库中无意中发现了

一批被淘汰的弹子球机的时候，泪

如雨下。为什么看到一些机器而

流泪，这是异化吗？我觉得不是，

这些弹子球机是时代的废墟吗？

是青春的附着物。

影片另外值得叙述的，是对于

爱情转折的处理。两个年轻人曾

经因为错过新干线而在一起度过

一个夜晚，后来他们为了能够在一

起，经常会故意耽搁。但是当他们

关系稳定之后，有一天，他们在餐

馆排队的时候，小麦说，等会我们

可能会坐不上新干线了。小娟说，

那我们走吧？于是小麦很主动的

带着小娟离开了这家餐馆。小娟

在这一刻是失望的。爱情的起承

转合，就在这样非常具体的生活化

的细节上，在物象里，在人物的动

作中。所以本片可以看作是处理

感情微妙曲折变化的教科书。

影片最后，女主角似乎执意于

过去的情感方式，在过去的美好中

流连，不愿意在新的生活中妥协。

而男主角则在逐渐地修炼为职场

达人，他对于小娟选择的职业表示

不理解，甚至有了干预的年头。然

后小娟决定离开小麦。

对于女主角的情感选择，肯定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觉得生活必须

从大学时期的浪漫走向务实，走向

彼此妥协，不再是诗歌和樱花，而

是尿布和《人生的胜算》。后者并

非那么难以接受。不然就是文艺

腔和不成熟。

我理解这种不理解。但是我

愿意在解释上提供方案 B。这当

然也是十分主观的——他们在一起

制造了一段最美好的感情，因此她

潜意识里想将这段感情冻结、留

存。那是青春美好的证明，不能毁

了它。也许可以在另外一段爱情或

者关系里面开始世俗的生活，但之

前那段情感有另外的使命，供留念、

珍存，每年鹧鸪啼的时候来上香。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涉及到很多细

碎的方面。篇幅限制，就此搁笔。

自上世纪 80 年代章国明的《边

缘人》首开先河，卧底题材在香港

警匪片的类型生产中已经有了相

当的体量和规模，这类讲述卧底在

警匪之间周旋，表现其生存状态和

心理困境的影片，有着相对固定的

形式惯例和不断重复的情感表达，

已经成为了警匪片的一种亚类型。

即将公映的《边缘行者》是对

这一类型的续写，任贤齐饰演的警

察阿骆卧底进入黑帮社团的故事，

在熟悉的明星阵容和火爆的动作

场面之外，创作上的新意更在于，

对于卧底片“我是谁”的核心设问，

影片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回答。

“我是谁”在卧底故事中意味

着对人物身份的确认，作为情节的

枢纽，卧底身份的隐藏/暴露带来

了悬疑的剧情和强烈的冲突；作为

进入人物情感世界的“切口”，卧底

将两个相对立的身份（警/匪）融为

一体而产生的混乱和迷失，是内心

焦虑和精神痛苦的根源。恰如类

型电影是创作者与观众在一定的

社会文化语境中达成沟通和共识

的艺术实践，被反复讲述的卧底故

事，那些夹在巨大势力的对峙之

间，想摆脱/获得身份而不能，心有

不甘又只能接受宿命的伤怀中，

“我是谁”其实表达着特殊政治历

史背景下香港人的文化/政治身份

认同的困境。

《边缘行者》中阿骆第一次质

疑“我是谁”，是在和警察上级接头

时的自嘲，搞不清究竟“是兵还是

匪”。兵，是警察身份所赋予的维

护法律和秩序的职责；匪，代表着

帮派成员之间的兄弟情义。类似

的身份追问也出现在《边缘人》中

阿潮（1981）、《龙虎风云》中高秋

（林岭东、1987）、《辣手神探》中沈

浪（吴宇森、1992）等众多卧底人物

身上，对职责和情义选择的左右为

难，隐含着香港人对自身文化身份

的困惑，他们既不相信舶来/殖民

的法理制度体系，又无法挽回象征

着传统的情义世界的消亡逝去。

左右为难是选择的痛苦，阿骆

更悲催之处在于根本没得选，他所

追求的“正义”，在兵和匪的世界皆

不可得，犹如影片中数次出现的俯

瞰香港的空镜，只是漂浮在空中的

“天真”而已。

阿骆卧底/追随的对象，是任达

华饰演的龙头大哥林耀昌，他金盆

洗手之后，几个兄弟相继在争权上

位的内斗中死去，去掉“情义”的遮

羞布，“匪”的世界无非是遵循弱肉

强食丛林法则的残酷世界；上级的

被害身亡，让阿骆恢复警察身份的

现实渠道受阻，随着黑幕层层揭开，

“兵”世界的秩序和法理，只是权贵

们鱼肉大众、享乐敛财的工具。

正义的悬置，描绘了一个“九

七”之前“礼崩乐坏”的香港。它

表现为阿骆想象中的日全食（暗无

天日）和楼倒屋塌的满地废墟；也

表现为两组镜头的设计，黑道社团

推选话事人的聚会上社团“大佬”

的鲜廉寡耻，和权贵们计划掌控社

会，继续“跑马、跳舞、赌钱”的畅想

被平行剪辑在一起。这两个世界

其实暗通款曲，林耀昌就是替权贵

洗钱的“白手套”。

林耀昌是这部卧底片中真正

的悲剧人物，他知道阿骆是警方的

卧底，却不知道自己也是一个时代

的“卧底”。他信奉“盗亦有道”，算

计中还有着旧时代的情义，有着“上

对得起天地、下对得住兄弟”的自我

身份认定，他替权贵卖命为社团进

财，扶兄弟上位以洗白“上岸”，靠

威望维持着江湖的规矩。他低估了

权力的蛮横和人心的私欲，最终只

能和他的时代同归于尽。

所以影片那些兄弟并肩作战

的枪火，张国荣让人怀旧的《当年

情》，唤起的不是《英雄本色》里的

热血豪情，而是香港人曾经情义旧

梦的挽歌。

林耀昌的死让阿骆完成了对

这个世界“规则”的学习，在之前他

是软弱无力的。如果说为大哥报

仇赋予了他再次卧底的心理动机，

但和上一次的卧底不同，他从“兵”

世界的维护者变成了破坏者，是用

“兵”世界的规则去破坏它自身，这

种以暴制暴的合理性和爽快感就

在于，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世

界，坏的根源就在于，那些掌控了

财富和权力的殖民者。

因此在法庭上，当阿骆被法官

询问“你是谁”，他把自己的身份指

认为香港市民。这基本是上世纪

80 年代，成龙在《A 计划》、《警察故

事》等电影中所塑造的“港人治港”

精神的复述，但这份乐观和自信到

“九七”前后一度嬗变为《我是谁》

（1998）和《无间道》（2002）中的身

份和价值迷茫，《边缘行者》最终对

“我是谁”的身份指认，能否舒缓香

港人特定的文化焦虑可能还有待

观察。

还需要指出的是，影片在叙事

节奏掌控和内容取舍上还有着相当

的提升空间。比如之前缺少了对帮

会兄弟之间情义的刻画和描写，让

后面的死亡和价值崩坏显得不够有

冲击力，比如林嘉欣所饰演的女性

角色，还留于符号化和浅平。

《边缘行者》中对卧底的书写，

与之前影片显见的不同在于，它去

除了对命运的无力感和阴郁的情

感氛围，给出了光明而有希望的结

尾。如果说法律条文明确了香港

回归的合法性，这个发生在“九七”

前夕的故事，通过前后两次“我是

谁”的身份追问，通过人物在黑白

世界中的转化，实现了对这一历史

巨变合理性的讲述。

《边缘行者》是一部有着浓厚

“港味”的电影，林耀昌对自己香港

人身份的强调，阿骆出狱后相信奶

茶还是原来的味道等话语，无不表

达着创作者的“我城”情感。香港

故事如何在保存本土文化的基因，

建构香港人集体记忆的同时，又融

入广阔华语电影的版图，书写出民

族的共同情感，《边缘行者》无疑作

出了值得肯定的尝试。

《边缘行者》：

老问题的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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