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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
——观《邓小平小道》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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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写历史伟人影片切入的角度是一

部影片的定位基调。不同于《我的法

兰西岁月》、《出山》、《邓小平》、《邓小

平 1928》、《百色起义》、《小平您好》、

《邓小平在1976》等以往影片展现邓小

平与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重要时刻的

历史伟绩，《邓小平小道》独树一帜，取

材不同。看似凡常的讲述，却处处重

击心灵，在无声无息静谧中，却听到振

聋发聩的雷声。

《邓小平小道》从片名就让人有很

多的猜想。小道是什么意思？邓小平

的小道是什么呢？当影片娓娓道来，

小道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那是一

条山间蜿蜒的小路。这条小路一头连

接着那处被监管的住所，一头连接着

火热的工厂和温暖的民众。走在这条

小道上的年近七旬的老人，是邓小

平。这是一段1969年10月到1973年2

月，邓小平在江西南昌城郊的新建县

拖拉机修配厂三年零四个月的劳动生

活的故事。一方面在感慨剧作者选取

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切入口描写伟

人，可谓视角出人意料；一方面也在担

心，在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传奇伟

人的一生中，围绕这条小道到底能讲

出什么样的故事？又能带给观众怎样

的心灵震撼？

这部历时15年剧本创作的影片，

汇聚了王兴东、卢奇、雷献禾组成的

“王牌”创作队伍，在编剧、表演、导演

上完成了一次对邓小平这一世纪伟人

动人心扉的展示。那是一个人民深

爱、深爱人民的老人；是一个舐犊情

深、乐观不怕的老父亲；是一个赤胆忠

心，把一切交给党的老党员；也是一个

几近耄耋之年、渴望家人团圆的老兄；

还是一个没有人身自由，被监管的在

工厂工作的老钳工老邓。正是这样一

位生活在人生谷底的老人，在命运按

压之下仍不断被揉搓的老人，以他坚

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隐忍不屈的性

格等待着为党为国为民继续工作的那

一天。影片通过细腻克制的讲述、画

龙点睛的台词、精湛内敛的表演、精雕

细琢的拍摄将这一切完美呈现，完成

了一部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当中

低成本的佳片。

细腻克制的讲述

剧本展现的场景都十分日常，就

如我们身边的老人，一日三餐、读书看

报 、每 日 步 行 、思 念 骨 肉 、种 菜 开

荒……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大起大落，

也没有惊天动地，这些看似平淡无奇

的日常，通过生活琐事点点串联，让人

感到了邓小平被剥夺政治生活的那种

孤寂与落寞，然而因为有着坚定的信

念，有着对党无限的赤诚，使得这位曾

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种政治生

活被边缘化的落寞境遇中依旧那般的

平和、那般的风轻云淡。镜头细腻克

制，恰到好处。影片中的邓小平话不

多，多谈的几句也是和儿子朴方的交

流。那种强忍着巨大痛苦，激励儿子

重燃生活希望的只言片语，句句打动

人心。邓小平鼓励消沉瘫痪的儿子，

忍耐不是认输，是信念，面对困难，一

要不怕、二要乐观。邓小平肯定儿子

虽然党籍丢了，但儿子坚持真理的人

格没有丢。言语不多，但字字珠玑，震

撼心灵。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是什么力量让他怀有巨大的信心，在

江西的这所与外界隔绝的居所里能坚

韧面对遥遥无期的边缘化，等待为人

民服务的那一天？人物坚韧隐忍的生

活常态，内敛克制的情感表现，真切传

达出那份力量来自信念。

为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工厂的工

友们为他清理出了这条山间小路，这

条小路也是邓小平与群众心连心的小

路，让他走进人民中间，走到群众中

去，感同身受群众的疾苦。当他得知

工厂的工人们买不起收音机，孩子们

吃不上粽子，买辆自行车要攒五年工

资，四大件更是想都别想……这些让

他心绪难平，他是人民的儿子，他要为

国家再工作几年，改变这些，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真理总是朴素的，伟人也

是质朴的。

精湛内敛的表演

影片里对党赤诚，对人民的深爱，

到群众中去这些革命信念，没有通过

豪言壮语，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有的

只是人物相濡以沫的陪伴，一盆盆兜

头浇下的凉水，深夜坐在楼梯上疲惫

的身躯，背对儿子享受痒痒挠极力控

制无声留下的泪水，以及服用安眠药

后自觉主动检查的张口，被放置一边

工友们拿来的那张座椅，以及那步履

匆匆而坚定一圈圈绕楼的孤行……每

一次的刻画分寸都拿捏得极好，隐忍

克制下的激烈情感深深震撼内心。

影片里那份父子情深，让卢奇演

绎得极为感人。家里的搪瓷脸盆漏了

不舍得扔继续补，因为那是儿子北大

运动会的奖品；儿子来江西了，老父亲

顾不得擦洗满手的泥，执意要自己推

轮椅上的儿子；面对儿子的瘫痪，深感

愧疚的邓小平日复一日，深夜每两小

时起床一次给儿子翻身防止褥疮；炎

炎夏日，擦汗打扇，一家人分工精心照

顾儿子；65岁的老父亲，为让儿子不在

消沉，找到生存的意义，向工友打听谁

有需要免费修理的收音机，甚至不惜

亲手破坏自家收音机给儿子提供修理

的机会；被儿子识破后，又千方百计教

儿子打桥牌……其实，影片中不仅仅

是那份厚重的父爱，更有一家人相濡

以沫的相守相望：艰苦恶劣环境下，一

家人种菜养鸡，搭建茅厕，种地上

肥……通过卢奇精湛的表演，《邓小平

小道》洋溢的那份浓浓得化不开的亲

情自始至终温暖着内心。

除了亲情，更为深沉的是与人民

的那份感情，通过卢奇的精湛表演，暖

人心扉。车间主任老陶心疼邓小平，

给他搬来一张凳子，但监管邓小平的

黄干事却不允许，氛围剑拔弩张，当所

有视线都聚焦在邓小平身边的那个空

凳子时，邓小平只是默默把凳子放到

一边。这样的处理手法真是让人拍案

叫绝，于无声处听惊雷也就是这个效

果吧。除此之外，邓小平低血糖昏厥

的那缸子红糖水，工人们给邓朴方搭

建的那个特殊的床架，救济院里每天

儿子翻身的小哑巴，守在小道上的缪

姐只为带话给瘫痪的邓朴方：急火烤

不成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等，让人

深深感受到人民的那份最纯朴的爱。

精雕细琢的拍摄

细节的展示，尤其是特写镜头让

这部影片出类拔萃。影片中，邓小平

听说娃娃吃不上个粽子，粽子包好了

是给红军爷爷的，他难过的吃不下。

家里的空气也骤然凝固，原本兴高采

烈准备大快朵颐的毛毛，看到神情严

肃的父亲，把手里的粽子悄悄放到桌

上，一个手部特写，慢慢地离开粽子，

慢慢移到桌边，直到移至桌下。正是

在这种镜头语言准确把握中，让人心

领神会人物复杂变化的内心世界，不

可不赞。除此之外，儿子回家的那场

戏，一家人齐心协力费力地推轮椅，镜

头对准的并不是人物的面部特写如何

艰难，而是用镜头定格在艰难爬行地

轮椅的轮子，以及拼尽所有力气的父

亲的手臂，还有咣当一声跌掉在地上

的北京救济院的搪瓷缸子。毋庸多

言，一家人虽举步维艰，但相濡以沫，

共克时艰，跃然银幕。

影片镜头剪辑控制影片节奏也独

树一帜。片中开荒种菜的那段戏，是

影片的高亮之处，情绪色彩高昂欢

喜。导演非常巧妙地通过建好后欢快

流动的清水、破土而出的菜苗，稚嫩的

小黄瓜、菜篮里采摘的新鲜茄子、豆

角、辣椒，抢食吃的芦花鸡，餐桌上琳

琅满目的食物，展现了一家人齐心协

力、丰衣足食。这些特写镜头使得内

敛克制的影片风格充满了灵动和喜

悦，影片节奏也随之张弛有度。

影片的还原感特别强，这不仅在

于卢奇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还在于

导演雷献禾对场景的巧妙选择，道具

服装精准到位。剧中有一场工厂纷发

冰棍的戏，当徒弟小赵给车间主任老

陶抢来几根冰棍，让他带给家里三个

孩子。老陶一边和邓小平聊着买不起

收音机，一边拿出饭盒，把冰棍放进

去，盖上盖子，麻利地拿衣服结结实实

地裹了里三层外三层，放进工具柜

里。这个场景的安排不仅流露出工厂

工人生活的窘顿，也把那个年代如何

保存冰棍描写的极为到位。此外，那

个年代的收音机、物资匮乏红糖买的

时候论两过秤，而且还必须用上平日

攒下来的糖票。这些细节看似微小，

但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正是这些逼

真的还原，让影片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邓小平小道》用四两拨千斤的剧

作手法，出其不意的讲述视角，通过表

演艺术家炉火纯青的表演，在出神入

化的镜头把握中，刻画了一位具有崇

高革命信念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位舔

犊情深的父亲、一位深爱人民的共产

党员，创作出了一部镌刻人心的动情

之作。

（作者为中影集团艺委会一级文

学编辑）

格雷厄姆·摩尔的导演处女

作《套装》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

引起轰动，3 月份在美国主流媒体

上映后，被认为是疫情期间电影

制作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小成本

电影立项的一个典范。同为单一

场景的犯罪惊悚片，去年中国电

影市场上也出现了《扬名立万》、

《不速来客》两部票房“黑马”，尽

管褒贬不一，但这类封闭空间的

悬疑叙事，作为谜题电影的一种，

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的空间潜力还

是很大的，值得参鉴。

80 后的摩尔曾经凭借《模仿

游戏》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

奖，在《套装》中首执导筒，不仅表

现出对传统单线叙事的过硬的编

剧功底，在处理此类影片的有限

的人物、单调的空间、紧张与危机

层层升级的剧情时，更展示出对

空间逻辑与叙事反转的沉稳把

控。尤其难得的是，摩尔电影中

所有的电影化技巧，都服务于人

物。英国演员马克·里朗斯获得

过三次托尼奖、两次奥利维尔奖

和三次英国电影学院奖以及奥斯

卡奖，他在《套装》中塑造了一个

温和低调又一丝不苟的专业裁缝

雷纳德，堪为对伦敦萨维尔街制

衣元宇宙（《王牌特工》《魅影缝

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黑帮版人

物。也许是因为摩尔生于芝加

哥，《套装》的剧作灵感也来自美

国联邦调查局在芝加哥查获的一

起重大有组织犯罪案的报告，这

个优雅神秘的、出师于萨维尔街

的英国裁缝被影片安排在了 1956

年冬天的芝加哥，他的高端订制

服装店随即开在了一个白雪覆

盖、暴民猖獗的街区一角。

多层叙事

英国格拉斯哥电影节对《套

装》的一句话评价为：一个专业裁

缝智胜一群危险的暴徒，度过了

一个致命的夜晚。貌似此片可以

被看成一部向古典叙事致敬的

“三一律”电影。如果除去影片前

20 分钟铺垫的话，再加上它充满

隐喻的剧场式空间、贯彻始终的

饱满的戏剧性，以及貌似与剧中

人毫无关系的开场与结尾旁白，

此片对希腊戏剧结构的借鉴可见

一斑。

影片的画外旁白逻辑，表面

上讲的是一套订制西装，它的至

少 228 道工序可分成三段制作过

程：测量、缝制和收尾。测量的篇

幅占据的就是影片前面 20 分钟的

内容，用于人物关系和空间线索

的铺埋。这个铺埋在影片叙事上

有着内外的双重指涉。一方面如

雷纳德所言，测量，是指你要通过

足够的观察，了解你的人物，会讲

他的故事，而不是简单地用尺子量

出固定的数据。这即为编剧之言，

讲的就是此片的结构逻辑。同时

它也是这个老裁缝对他即将引发

的黑帮冲突严谨布局的自信。

在此后的一叠叠叙事的反转

与激烈冲突中，“测量”阶段出现

的人物、动作与道具会被叙事人

（老裁缝）反复覆盖和阐释，但是

在“测量”阶段定下人物欲望基础

并无动摇。“测量”的施动者，即指

“西装”的剪裁人雷纳德；也指暗

察、裁度与设计出入裁缝店的各

类人物的沉默的英国人——有过

深刻黑帮印记的雷纳德；更指编

导为这个戏剧人物在藏与露之间

制造的心理节奏和操控的剧情走

向。

这种层层叠套，同样适用于

片名“套装”。如果把它看做一个

文本对象的话，它第一次出现于

影片中，是于帮派首领罗伊的儿

子里奇和副手弗朗西斯的口中，

“套装”是指笼罩在当时美国社会

中更为庞大、更具影响力的黑帮

网络，是在芝加哥某一街区称霸

的罗伊家族急于加入的。“套装”

也即黑帮叙事。且由结尾透露的

剧情看，影片中的这个“套装”的

黑帮叙事也暗指是虚构的。

“套装”同时被强调为一种关

于职业道德的叙事，也即指订制

西装从“测量”阶段进入到“缝制”

阶段。剪裁人雷纳德说，“这一步

最能感受到纯粹的愉悦”，并且强

调“这一步是在探索，它不是艺术

创意，而是一门手艺，重点是技

术。因此建立的行为习惯和模式

是你唯一的朋友”。这一段简直

可以直接搬来，作为对类型片创

作的一种微带嘲弄的表述。当然

对于“英国人”雷纳德而言，它指

涉了影片主体部分里，也即 1956

年 12 月的一个夜晚，雷纳德借剪

裁师骄傲的职业热情与追求细节

的行事习惯，在与两个帮派几方

势力的周旋中，发挥了生死攸关

的作用。看上去雷纳德如走钢丝

般与多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进行心

理博弈，实际上他已经从一个安

静的聆听者，变成了能通过稍微

变更的故事和每个人共情的反黑

帮叙事的人。因此“套装”绝不是

希区柯克的悬疑片中关于无辜者

的道德故事，而是关于一个能够

顺势而为的叙事操控者的故事，

有着明显的叙事自反性。

空间技巧

《套装》的裁缝店的单一场景

由三个连续空间构成：门厅、堂屋

和里屋。三个空间之间有两个推

拉门，可以彼此连接，也可以进行

叙事隔断；堂屋和里屋之间还有一

段卫生间前的短小走廊，可以形成

叙事缓冲。雷纳德借裁缝店空间

制造了几起冲突：里奇和弗朗西斯

之间发展成为生死冲突，利用的就

是门厅空间与堂屋空间的隔断。

拉方丹帮和弗朗西斯的生死对决，

也利用过堂屋空间与里屋空间的

隔断。雷纳德（导演摩尔）的空间

叙事技巧，在这方面也比较经典。

雷纳德是“裁缝店”的故事空间里

唯一一个始终在场的叙事者，特别

是“缝制”阶段的故事启动后，每一

次新的冲突发起，都由于“裁缝店”

叙事场景中消失或加入了一个

人。这种利用空间的连续与分割

设计，改变人物关系的技巧曾经广

为动作喜剧操用，在《套装》中的熟

练使用，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空

间的“缝制”。

而博伊尔的爱尔兰黑帮与另

一个犯罪家族法裔海地人拉方丹

的地盘争夺战，则利用了信箱、录

音带、电话以及箱子（包括藏人的、

放录音带和放钱的）的媒介空间的

不对称性，有的（FBI）没的（“套装”

组织）绞入了多方势力。媒介空间

大大突破了单一场景影片的封闭

性，《套装》并没有因此制造封闭空

间的压抑感，恰恰相反，它强调因

人物关系变化而导致的空间功能

的多变性。“信箱”之于“套装”组

织，“录音带”之于告密者“老鼠”，

“ 电话”之于“结盟者”，“箱子”之

于“死亡”——每一次打开箱子都

有人倒下，媒介与他者建立、误导

或封闭一定的叙事空间，这其中的

空间逻辑往往比裁缝店的物理空

间更加复杂。

当然影片《套装》中空间叙事

的多样性，离不开摄影师迪克·波

普的取景方式、威廉·戈登伯的动

态剪辑以及亚历山大·德斯普拉特

的轻快配乐。例如影片在处理三

角冲突时，使用了大量的景深镜

头，提示叙事控制者的潜在地位。

里奇和弗朗西斯在拔枪相见前的

一段时空剪辑，在构图、景别、色调

上都进行了有趣的反差对比。雷

纳德沉静地揭示女秘书作为黑帮

片里惯常的“蛇蝎女”的一段，几乎

推翻了片头段落里大部分的人物

关系，却配以一段无比欢快的音

乐，随之而来的戏剧走向就是让势

不两立的对立者们转而结盟。关

于影片的惊人反转，剧中人弗朗西

斯说：这个夜晚，就是魔鬼本人从

天花板上掉下来，他都不会吃惊。

这种令人会心一笑的自反式幽默，

可见编导足够的叙事自信。

这种自信，也许还包括摩尔和

联合编剧麦克莱恩过于迷恋的“不

完美的收尾”。它让雷纳德的人物

逻辑，在结尾突破了心理控制，突

然进入到了动作“暴力”。虽然马

克·里朗斯的表演依然令人信服，

但作为影片中一个斯多葛主义式

的“精确的人”，其魅力多少打了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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