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是一种艺术现象，更是一种“范

围广阔而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克里斯

蒂安·麦茨语）。当代越南电影的崛起，

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现象，更是建立在亚

洲高速发展这个宏阔背景之下的社会文

化现象。新近出版的《历史与当下：当代

越南电影的多维审视》是一部立足新亚

洲视域全面审视越南电影历史与现状的

著作。作者将本书定位为关于亚洲电影

的基础性研究，在新亚洲视域下充分挖

掘越南电影多元文化身份，为推动一带一

路上的“文明互鉴”、“文化相通”提供人文

研究基础。

新亚洲视域与越南电影研究

进入21世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一轮的角逐中，亚洲

正在快速崛起。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时

代世界经济文化正在向东迁移。美国学

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上世纪就曾预言21世

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泰国学者云大清在

其专著《亚洲变革的全球影响：经济发展

与未来趋势》中指出“一个崭新的亚洲世

纪的来临”。新亚洲视域下，亚洲国家以

全新的主体姿态展开文化建设和价值观

表达。作为文化构建和传达的主要载体，

亚洲各国电影仿佛达成某种默契前赴后

继群体而起。在世界主流电影节上，亚洲

国家的电影存在度越来越高，获奖数量越

来越多。优秀的亚洲电影人后浪推前

浪。亚洲电影在世界票房排行榜上也在

不断创下新纪录。新亚洲视域下，东方价

值观在亚洲电影中被重新发现，重新构

建，重新表达。世界开启了一个多极影像

的时代，这其中意味非常值得玩味，能带

给我们很多关于跨文化、关于一带一路沿

线文化建设的凝重思考。

伴随亚洲的崛起，国内外关于亚洲问

题的研究正在持续升温。在电影这片辽

阔草原上，关于亚洲电影的研究也在升

温。放眼国内，人们对亚洲电影研究的投

入不太均衡。专著方面，在2010年以后我

们看到关于日本电影、韩国电影、泰国电

影、伊朗电影、印度电影的研究成果陆续

出版，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东盟国家，

发现除了泰国电影有系统性研究成果出

版之外，其余东盟国家电影在国内的存在

感似乎相对较弱。虽然，学界对东盟的国

别电影研究也陆续有单篇论文出现，但在

系统性专题研究方面尚留有很大的挖掘

空间。近些年，东盟国家的电影事业和文

化建设充满活力，是亚洲电影发展的另一

片活力地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无论是在本土

电影创作，还是在世界电影票房中，都有

亮眼的表现。东盟国家目前是世界第五

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带，被

誉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东盟

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社交媒体和移

动通讯正在悄然改变着各国的文化交往

方式和表达方式。2022年1月RCEP协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正式生

效，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

开始运行。这还意味着东盟国家在亚洲，

乃至全球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份量将会加

重。在此种背景下，对越南等东盟国家电

影展开系统研究就显现出战略眼光。透

过电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电影事业的

发展，还有在新亚洲视域下当代越南社会

结构、经济发展、社会心理、文化变迁及其

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哲学观、影像人

类学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关于越南电影的基础性研究

在新亚洲环境下，越南等亚洲国家正

在经历着现代性崛起，新电影正在蓬勃发

展中，这要求我们以战略性的历史眼光及

早介入相关研究。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

作为基础研究的国别研究是不均衡的。

《光明日报》理论版主任薄洁萍认为：“从

研究的国别、地区领域来说，全国有限的

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

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专门

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人员也非常稀缺；

即使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国，如美、英、

德、法、俄等，其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空白

需要填补。印度、越南是我们的邻居，但

全国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学者屈指可

数。应该说，基础科学和基础领域研究不

足，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基于这种认

同，本书作者选择越南电影作为研究对

象，对之展开系统性考察。在当下的国

内，聚焦这样一个基础性选题也许注定不

会成为学术热点，但却是构建完整的电影

学科体系乃至国别文化谱系所必须的。

在作者行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不随

波逐流潜心学术时的那一份从容淡定。

国别电影研究，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

化信息，是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智库中的

重要一支。薄洁萍认为美国智库之所以

能够在政府决策中起到真正智囊团的作

用，因素之一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

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的基础研究。并且，

区域研究作为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的重大发明，在帮助其处理许多地区性相

关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区区电

影研究，似乎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去甚

远，然而正是由于包括电影在内的人文社

会科学所构建起来的庞大知识库，才支撑

起美国智库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的重大

作用。当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共筑亚洲命运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文明互鉴，这些

美好愿景都需要我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

及时跟进相关基础性研究工作。越南电

影研究便是这众多需要我们去展开的基

础性研究工作之一。

2015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学贺信中指出：“历

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基

础性研究，本书必然少不了对于越南电影

史的描述。作者将越南电影的百年发展

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发端期”、“成长

期”、“缓冲期”、“全球化时期”，并对每一

个历史时期发展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提

炼。作者将发端期比喻为“苦难中驶来电

影的车轮”，指出越南电影在战争炮火中

诞生的艰难。作者将成长期的电影特色

提炼为“红色岁月的诗情记忆”，并指出以

《荒原》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达到了红色诗

意现实主义的高峰。缓冲期虽然是短暂

的，但在作者笔下这仍然是一段关于“和

平岁月的温情审思”。步入全球化时期，

作者指出越南新锐导演完成了对于“个体

生命与文化身份”的倾情抒写。为了最大

限度发挥本书基础性功能，书中涉及到的

每一部优秀作品，作者查漏补缺对其基本

信息都做了详实注解，其中不少影片资料

比较稀缺，对于我们了解越南电影的发展

路线、文化谱系很有必要。

揭示当代越南电影的多元文化身份

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电影长期以非

主流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影坛，人们关于越

南电影的形貌是模糊的。本书对各个时

期越南电影的文化语境、代表影人、影像

特色进行了分析，为读者勾勒出越南电影

创作的清晰形象。在此基础上，本书在下

篇着重对国际化时期越南电影的文化身

份进行了深入阐释，为读者感性传达了其

文化形象的多面性特点。

新亚洲趋势与全球化浪潮这两种文

化语境错综交织，民族历史与社会现实渗

透叠加，构筑成当代越南电影文化身份的

多元性。在本书第八章，作者指出从创作

主体的身份归属上衡量，当代越南电影的

文化身份呈现为三幅面孔。这三方创作

主体分别是：越南本土导演、海外越裔导

演及法美导演。由于彼此的文化站位不

同，这三方主体分别以留候者、放逐者和

他者姿态完成对越南题材影像的文化塑

造。越南本土导演如邓一明、阮青云、越

灵等以留候者的身份守望着乡土家园，展

示当代越南人对民族传统与当下、社会价

值与个体欲望的审思，以影像的自反性完

成对本土故事的现代性阐释。海外越裔

导演如陈英雄、裴东尼、武国越等，既是母

国和国籍国双重文化身份体验者，也是同

时被这两种文化放逐的外乡人，所以他们

的影像里呈现的母国印象和乡愁是被提

纯过的，杂糅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在当代

新亚洲语境下，越南本土导演和海外越裔

导演都敏锐感受到了祖国的全面复苏，在

全球化舞台上都不约而同指向对民族主

体认同的寻求。只不过越南本土导演因

本土在地感而更加粗粝深沉，海外越裔导

演因过滤了杂质更加纯粹剔透。在美国

电影和法国电影里，越南算得上是一个热

点题材。或者说，在他们的电影里渗透着

意味深长的越南情结。美国导演奥利弗·
斯通的“越战三部曲”（《生于 7 月 4 日》、

《野战排》、《天与地》）、法国导演让·雅克·
阿诺的《情人》、雷吉斯·瓦格涅的《印度支

那》等，是以西方他者的姿态凝视着越南

这片土地。这是强者对弱者的想象和解

读，怀揣着一丝丝优越感，还杂糅着一丝

丝凡尔赛。最终，这只不过是西方他者是

对一段辉煌难再却有心有不甘的殖民时

光的哀婉叹息。因此，本书不仅是对越南

电影的解读，更是对越南这个民族的多个

棱面的立体认知。

在本书对越南电影百年历程的梳理

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关于越南电影的发

展历史，更有关于当下越南社会文化生活

的全方位变迁。此外，我们还能看到越南

电影事业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人民的交流

交往，看到越南电影在主题选择、影像手

法、景观营造、情感方式上与我们相亲相

近的元素。总之，这样一部基础研究著

作，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电影研究架构。同

时，我们今天践行一带一路建设、以文明

互鉴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时代命

题，也需要这样的基础研究作为基石。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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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上映以

来，千万网友热议电影话题，异地恋台

词被赞贴近生活、感人真实、催泪扎

心。让无数人感动落泪的片尾彩蛋，

由官方征集，数百对异地情侣争相参

与，发邮件分享自己的异地恋日常，聊

天截图、通话记录、两地的视频画面、

隔空拼格的合影，都是异地恋人相爱

的证明。“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熬过异地，就是一生”，无数异地恋人

依然在坚守爱情，正如电影人依然在

坚守电影。“让相信爱情的人得到爱

情，让相信电影的人看到电影。”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发布纪念

曲《最遥远的距离》MV，由优质偶像陈

宥维深情献唱，歌曲概念来源于吉他

社社长赛赫（陈宥维 饰）写给赵一一

（任敏 饰）的毕业告别曲，没有华丽的

辞藻，省去造作的编排，把音乐最原始

的真诚呈现给听众，强有力的摇滚曲

风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一首关于暗恋

的歌曲，将少年诚恳的喜欢和保持距

离的分寸感描绘得淋漓尽致。吉他社

社长赛赫看到正在异地恋中的赵一一

对爱情的执著与笃定，义无反顾地追

逐自己的爱情、找寻自己的爱人，被这

份简单的热情打动，心生佩服。看到

赵一一生病住院时又心生怜悯，想用

自己的陪伴减轻赵一一异地恋所遭受

的痛苦，便写下这首纪念曲，纪念他们

的相遇。陈宥维清朗的嗓音叙说着少

年小心翼翼的爱和呵护，对女孩的祝

福深深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最遥远

的你，应该很开心，在他的爱里，也在

我的眼睛。”思念不需要理由，感情也

未必有出口。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

道，写下的一字一句，都只因为你。或

许这段真挚的感情，没有开始，就不会

有失去。或许遥远的你，藏匿在我的

心里，就是最好的结局。

本报讯 因疫情影响，多部新片选

择撤出五一档，《出拳吧，妈妈》则迎难

而上。影片以“出拳吧”的姿态，给渴

求新片的市场带来了在逆境中奋起反

抗的精神。饰演白彤的演员田海蓉，

凭借其细腻入微的演绎获得澳门国际

电影节金莲花奖最佳女配角。

在田海蓉看来，白彤这个角色集

“妈妈”、“女儿”、“妻子”、“姐姐”多重

身份于一体，“尽管戏量不大，但是戏

份重。姐姐这条线是支撑整部戏的一

个情感支线”。

与观众理解的“恶姐姐”不同，田

海蓉认为，“白彤是世界上最好的姐

姐，她是有牺牲的姐姐。她为了妹妹

以及妹妹的孩子，将自己的家庭生活、

孩子抛诸脑后。对待白杨看似狠心的

背后，实际上源自母亲对子女更深刻、

更深层的爱意，她希望妹妹能够经风

雨、能够展翅高飞、能够有自己的一片

天地。妹妹在拳击台上出拳，姐姐在

生活中出拳，一记左勾拳一记右勾拳，

为儿子小辉撑起一片成长的天。”

现实生活以及多重体验是田海

蓉演好白彤的关键。戏外，田海蓉

也是一位姐姐，“我母亲过世时，我

妹妹跟我说‘你以后就是我妈’。长

姐如母，从那以后我觉得我多了一

份责任。”同时，看过、见过、体会过

更多的人物会让自己更加饱满，“演

技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打动人则

需要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的时

候可能你并不是姐姐，但是通过阅

读书籍感受到人物关系、情感、行

为，或者在生活中接触到一些人，与

他们一起生活、去体验，也可以生动

演绎一位姐姐”。

很多演员会自己设计角色，用一

些细小的动作或者台词呈现人物，但

是田海蓉则相反，“这部戏里我都没有

设计”。在她的理解中，表达角色时，

是将角色溶于血液中产生的灵魂的碰

撞与迸发，是眼神传递给观众的情感，

如果要说设计的话，那就是“我设计我

自己活在角色里”。

（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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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拳吧，妈妈》演员田海蓉：

“我设计我自己活在角色里”

本报讯 由青春光线、光线影业、英

事达出品，吴洋、周男燊执导，任敏、辛

云来领衔主演，李孝谦主演，周雨彤、

陈宥维特别出演的电影《我是真的讨

厌异地恋》上映7天，票房接近1亿元，

领跑五一档。

近日，电影发布纪念曲《最遥远的

你》MV，概念源于电影中吉他社社长赛

赫写给赵一一的临别曲，由赛赫的扮演

者陈宥维演唱。影片作为国内首部异地

恋话题电影，情节真实、情感真挚，一经

上映就引起千万异地情侣强烈共鸣。这

个假期，和爱的人完成见面的约定，让相

信爱情的人得到爱情，让相信电影的人

看到电影，祝愿所有被距离阻碍的有情

人有勇气坚持下去、好好在一起！

相隔两地的异地恋，无比漫长，却

又让人有所期待。电影《我是真的讨厌

异地恋》由任敏、辛云来领衔主演，李孝

谦主演，周雨彤、陈宥维特别出演，讲述

相爱却备受距离考验的真实“异地恋”

故事。在高考之后，赵一一向暗恋多年

的许嘉树表白，却命运弄人般的开启一

段异地恋。他们坚信熬过异地，就是一

生，只要相爱，距离不是问题。可远距

离恋爱的天然阻碍考验着他们，赛赫

（陈宥维饰）的出现以及闺蜜乔乔（周雨

彤 饰）和李唐（李孝谦 饰）一波三折的

爱情也让他们对“异地恋”有了新的认

识，更加笃定地迎接未来的挑战。赵一

一在这场异地恋中，吃了很多苦，受了

很多伤，她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应对一

切，远方的男友，是寄托，是动力，却永

远无法企及。异地恋，就是一场距离和

时间的比赛，它考验着人们能否熬过时

间，能否跨越距离。“异地固然有距离，

但爱没有学过地理”，正因为有这样的

坚定，许嘉树和赵一一在双向奔赴的过

程中，从未偏离最初的航向，终点永远

驶向对方。

值得一提的是，《我是真的讨厌异

地恋》不仅仅只围绕两个人的异地爱

情展开，它还涵盖了如暗恋、告白、闺

蜜情、亲情等诸多情感元素。赵一一

不是一个人成长的，她的身边还有乔

乔。她们从高中便形影不离，在异地

恋爱的过程中，无数次受挫，都有乔乔

在身后支撑、给予温暖。在失落时给

予安慰，在迷茫时及时点醒，她们互为

最信赖的依靠，是让无数观众感动落

泪的闺蜜情。赵一一为异地恋奔波劳

累、沉浸其中，甚至伤害到自己的身

体，闺蜜乔乔见状十分痛心，点醒赵一

一：“生活里不是只有爱情的！”“坚持

爱一个人怎么会是错的呢？你多勇敢

啊。”她们在彼此的恋爱过程中相互影

响、共同成长。赵一一因为乔乔而变

得独立，乔乔因为赵一一开始勇敢面

对内心的情感。太多人关心你的面

子，只有好朋友在乎你的生活。异地

恋里的闺蜜情，更加难得。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由青春光

线、光线影业、英事达联合出品。让我

们一起期待这场浪漫的爱情电影，希

望所有异地情侣能跨过千里万里，奔

赴彼此！

◎ 上映七天票房近亿领跑五一档
赛赫扮演者陈宥维献唱异地恋纪念曲

◎ 任敏辛云来异地恋爱内心坚定不负彼此
“人间清醒闺蜜”周雨彤道破异地恋爱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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