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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 看完第 69 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地久天
长》， 行驶于浓荫覆盖的上海
街头，许多个无端的念头与路
灯同时飘过。

其中一个念头有关于上
世纪 90年代风靡一时的国产
电视剧《渴望》。我想起曾经在
《渴望》 的豆瓣小组看到过一
个问题：如果刘慧芳嫁给了宋
大成而不是王沪生，那会怎么
样？当即有人答：那就没有后
来了。看到《地久天长》，我明
白这就是其中的一种后来。王
景春饰演的刘耀军与咏梅饰
演的王丽云，一如宋大成与刘
慧芳的设定，是某大型机械制
造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物性格
也相似，刘耀军和宋大成一样
的憨厚本分，王丽云如刘慧芳
一般秀美内敛。宋大成和刘慧
芳假若结婚生了孩子，住在筒
子楼里，那么《地久天长》几乎
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故事接着
往下写。

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可
能与散场时听到走在前面的
一位女观众的评论有关，她的
意思是，很不喜欢《地久天长》

这部电影里所褒扬的这种宽
宏、谅解、逆来顺受。这让我立
刻联想到一度成为 “好女人”

典型的刘慧芳：善良，牺牲自
我，承受一切，忍受一切，原谅
一切。当年，刘慧芳的命运被
热烈讨论过，三十年后，当我
在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剧情
长片中隐约看到这种被命名
为“人性美”的、熟悉的价值取向时，我不禁在
想：《地久天长》比《渴望》进步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继续比较《地久
天长》和《渴望》。《渴望》从 1969年说起，《地久
天长》从 80 年代初说起，可遇上的难事儿，都
是关于孩子。所谓关于孩子，就是关于血缘和
亲情的继承和延续。《渴望》和《地久天长》里各
有三对夫妇， 戏剧冲突皆围绕血缘和亲情，以
及受这两者而影响的相互关系———友情。进一
步说，两部片子的编剧思维似也具有某种同构
性：在一个特定的小群体里，将时代的不可违
抗与私人罪愆叠加，造成无从归咎、无法归咎
的伤痛。《渴望》里，刘慧芳捡到的孩子是因其
父亲被追捕（时代因素）而丢失的，这个孩子又
因失于监护（私人因素）而健康受损。《地久天
长》里，刘耀军和王丽云的孩子“星星”因好友
“浩浩”的争强好胜（私人因素）而溺水身亡，而
在那之前，这对夫妇因时代因素而失去了本能
避免“失独”局面的二胎孩子。这是无法解锁的
命运定局。

不过，《地久天长》毕竟有一个与《渴望》明
显的区别，那就是观众既找不到谁可恨，也找
不到合适的泪点。记得童年时看《渴望》，只要
一闪回，一特写镜头，一配乐，这“三板斧”一
抡，男女老少必泪下。可是《地久天长》的故事
比《渴望》残酷得多，整整三个小时却并不致力
于悲伤，导演给了充分的留白。我一个朋友看
了电影后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柏林电影放映
时会让那么多外国人“泪流满面”，因为她确实
并没有被感动到。另一个朋友告诉我，只有这
个画面让她一下子泪眼模糊，那就是多年后刘
耀军与王丽云在病房外与已经长成人的 “浩
浩”相逢。我记得很清楚，那场戏也没有拍刘与
王的正面， 正面的是杜江扮演的高高帅帅的
“浩浩”，你一定会想到，如果“星星”长大，也该
是这个身高这个模样了。这一时刻，导演没有
给“演”任何机会，观众处于刘、王心底的波澜
之中，也像他们一样在这个匆忙的瞬间按捺住
了，来不及仔细体会这活生生的剧痛。

我的泪点也不妨公开。那是在刘、王夫妇
在走避南方多年后回到故乡，带了酒、水果和
纸钱去祭扫儿子的墓地时， 刘耀军薅去墓地
上一腿高的那些杂草， 又从手中的草中分出
一半来，直接当了扫把，扫去墓碑前的尘土。

完了之后，两人一左一右坐着，丈夫喝祭奠用
的白酒，妻子神色淡然地吃供在碑前的苹果。

风该怎么吹就怎么吹。 没有配乐， 没有空镜
头，没有大景深和大特写。换句话说，没有抒
情，但情就在这里。

我们在风化岩的颗粒上看到了风。每张脸
都是命运的雕刻。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小饭馆吃饭，旁边一
对年近老年的夫妻在埋头进餐。他们就点了一
个菜。妻子把其中一部分不吃的食物熟练地划
到盘子的一边，丈夫就像吃自己盘子里的菜一
样迅速刮进自己的碗。全程无对话，无眼神交
流，吃得极流畅、极自在、极彻底。像某种配合
训练。最后，两人同时站起来，打了一个嗝，离
座而去。那时我还年轻，我惊讶，不解，受伤，我
希望将来我的婚姻生活不会落到这种地步。而
现在，我的想法是：这对夫妻吃饭的过程拍下
来，或许也是一部好电影，像《地久天长》一样
舍得不加盐、不加辣、不加香料的好电影。

（作者为《收获》编辑）

 奥斯卡“小年”的平庸与惊喜 韩浩月

第 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结果水落石
出前，就有声音表示今年的奥斯卡是个“小
年”。“小年”是咱们的说法，应用到奥斯卡身
上，意思大概就是收成不好、质量不高。这样
的观点表明，中国观众对奥斯卡已经有了充
足了解与认识，也已过了盲目崇拜与追随的
劲头，可以用更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每年
一度属于世界电影界与影迷的盛事。

近几年， 每年奥斯卡都会惹出一些争
端、曝出一些争议。这些争端、争议有的与政
治有关，有的与肤色有关，奥斯卡在本土所
折射出来的映像越来越复杂。

本届奥斯卡在进入评奖季之后就出了问
题。原定由凯文·哈特担任颁奖礼主持人，结
果在消息公布后被人扒出他在社交媒体上
曾发布关于性别问题的不当言论，美国电影
艺术与科学学院要求其道歉， 他先是拒绝，

但随后还是道了歉，并以辞去主持人一职作
为代价。 还有一件事是主办方为压缩时长，

打算把包括摄影奖、剪辑奖在内的四个奖放
到广告时段，这让昆汀、李安、阿方索·卡隆
等大为不满，只好重新安排。

由这两个事件可以看出，奥斯卡虽然是
一个多方势力较力的平台，但最终仍然平衡
各方需求，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了解
奥斯卡的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
届奥斯卡总是有那么多人能猜中主要奖项
的获得者名字，没有“秘密”、也少见“惊喜”

的奥斯卡，恰恰是凭借所谓“平庸”，在举办
了这么多届之后仍然令万众瞩目。

在中国影迷眼中，本届入围名单中最为
偏爱的影片是《绿皮书》。它的豆瓣评分为

8.9，是众多入围片中评分最高的，仅有《波西
米亚狂想曲》以 8.8 高分可与之媲美。但相比
于后者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绿皮书》 显然
更讨人喜欢： 首先它剧情设置的冲突性与喜
剧效果是符合中国观众口味的， 黑人钢琴家
聘请一名白人混混当司机———强烈的反差必
然造就激烈的戏剧性，《绿皮书》 的好看因此
显得理所当然。

但如果《绿皮书》按照《遗愿清单》那么拍，

顶多是讲述两个陌生中年大叔的旅途故事。以
轻巧的手段去处理沉重的“肤色政治”，以幽默
与温暖来穿透种族、阶层、财富、性格差别，“我
本善良”成为沟通主题，以文明的方式相处，给
予各自的尊严……如此多元的表达愿望，都通
过《绿皮书》这个故事实现了。尤为难得的是，

它带给人非常愉悦的观影体验。它既是对以往
奥斯卡价值观的继承，又有着常看常新的外在
形式，成为最大赢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分量上与《绿皮书》相差无几的《罗马》，

是阿方索·卡隆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2014年，

《地心引力》 为卡隆带来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的奖杯，如同所有功成名就的导演都可以任性
一把一样，《罗马》是卡隆的“任性”之作，也是
他投入个人情感最多的作品。片名的“罗马”不
是指意大利首都，而是卡隆小时候居住的社区

名，电影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个社区里一个中
产家庭的故事，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破裂的感
情，女佣身上的母性光辉，女主人与女佣之间
彼此的温暖，以及上述一切给一个孩子造成的
影响，均被这部黑白片细腻刻画了出来。

为了高度还原童年生活， 卡隆不但担当
《罗马》的编剧、导演，还兼做制片人、摄影、剪
辑，全权操控带来的成果是，《罗马》打破了国
境差异与文化障碍，成为能让各国观众都会心
一笑的作品。它更接近于一部“影迷电影”，它
在电影技术方面的应用是传统的，也是教科书
级别的。 它容易让人想起侯孝贤的 《童年往
事》，如果看过青年导演张大磊的《八月》，也会
对《罗马》的影像风格有所了解。只是，《绿皮
书》引进国内后博得不错的票房，而《罗马》在
商业收益方面肯定没法与《绿皮书》相比。

两部音乐主题的电影 《波西米亚狂想曲》

与 《一个明星的诞生》 也吸引不少人的关注。

《波西米亚狂想曲》 讲的是皇后乐队主唱弗雷
迪·莫库里的故事， 影片大多数时间里都乏善
可陈，但饰演弗雷迪·莫库里的拉米·马雷克却
凭借出色的模仿能力， 营造出一种沉浸感，将
人带进皇后乐队的成名时代。影片最后时长近
20分钟的演唱被现场还原，也被评为影片最激
动人心的片段，仅仅这一个片段，对皇后乐队

的乐迷以及歌舞片拥趸来说，也值回票价了。

拉米·马雷克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呼声
有多高，Lady Gaga 获最佳女主角的呼声就有
多高，时常以奇装异服吸引眼球的 Gaga在《一
个明星的诞生》中十分乖巧，她略显生硬的演
技，恰好也与角色定位相符，这个有点儿土味
的姑娘， 在布莱德利·库珀饰演的明星杰克逊
面前，有着灰姑娘般的自卑与骄傲，但最后以
才华为武器，实现了华丽转身。与过往几个版
本相比，库珀为新版带来的最大亮色就是请来
了 Gaga。这个典型的“美国梦”模板故事，有了
Gaga与音乐，也算能看得下去。

讲述英国宫斗的 《宠儿》， 黑人警察卧底
3K 党的《黑色党徒》，政治题材的《副总统》各
有看点与长处，但类型老旧使得它们吸引力下
降，虽然能凭借不同的主创班底赢得不同观众
群的喜爱， 却没法达到更为一致性的认同，包
括这三部电影在内的一些电影的入选，才是导
致本届奥斯卡进入“小年”的主要原因。但奥斯
卡要保证其入围影片的多元性，恰恰又少不了
这些题材，除了有机会拿到一些小奖外，在大
奖上这些电影只能陪跑了。另外，科幻片《黑
豹》除了造型上有些新意之外，超级英雄片剧
情方面的弱点在它身上再次被重犯，如果在奥
斯卡上颗粒无收也属情理之中。

整体来看今年的奥斯卡，虽是“小年”也有
佳作，影迷可以各取所需。在类型、题材、叙事、

技术等方面均没有明显突破的奥斯卡，所能提
供给观众的依旧是电影所承载的那些经典功
能：遐想、造梦、享受、娱乐、启迪、思考……一
部电影可以看完一个人的一生，一段历史的全
貌，一种观点的呈现，这仍然是有益的收获。

技术似乎无所不能， 让电
影成了“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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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改变电影，但不应让人迷失 贾磊磊

电影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但是对于电影
本质的疑问， 在数字技术非常发达的 21世
纪被我们关注，也令我们沉思。

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咖啡厅播放电影
的时候，黑白、无声，每秒一开始是 12格，后
来是 24 格，我们称之为电影。但是，今天的
电影是一种多彩的循环立体声，每秒用于实
验的摄影机可以达到 2000多格， 它拍摄的
是子弹穿透甲板的瞬间产生的物理和化学
反应。中国人第一部不经拍摄的全数字电影
则是用电脑和计算机生成的， 它是经过计
算，把最美的人的鼻距、眉距、肩距整合起
来。 现在的电影显然已不是经过机械拍摄、

化学感光成像、冲印再完成的电影，而是越
来越多完全可以摆脱电影摄影机的电影。相
对于以纪实美学为主导的传统时代，现在的
电影已进入由科学技术唱主角的新影像美
学时代。

如今特别注重多媒体、新媒体时代影像
创作的总体理念，而不再仅仅停留于创作一
部影院电影或是胶片电影，纳入单一的电影
制作和教学研究框架的行为。卢卡斯当年创
立工业光魔公司，只是为了拍《星球大战》，

他把电影的特技从传统的模型制作和抠像
技术里解放出来，开创一条利用电脑数字技
术完成电影构思的新路径。他后来创造了很
多电影类型，尤其是拍摄了一系列“银河电
影”。《星球大战》 出品方到中国开会时曾被
问及，这样拍电影，最后留给电影界的是什
么。他们回答，讲好一个好故事。他们把《星
球大战》看成一部人性的史诗，而不仅仅是
技术和高科技的产物。

我们还应该记住跟卢卡斯同时代有一
个“罗马俱乐部”，它发表了一个增长极限，

也是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其中提出，人类
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产
生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如环境污染、 资源匮
乏， 被视作救星的科技对之也没有根本改
变，如今推进消耗指数不断增长的基础恰恰
是人们难以满足的欲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应该回
过头看一下疾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给电影留
下的痕迹。 不只看到科学技术对电影的推
进，是不是也应该反观科技对电影所造成的
一些负面影响。

德国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最早发出过
捍卫电影艺术纯洁性的呼喊。他因对当年无
声电影影像美学品质的坚守，长期以来被人
们视为电影美学保守主义的典范。他反对声
音进入电影，要保证一个所谓影像品质（电
影语言）的纯洁性。爱因汉姆对于影像本体
的捍卫被历史证明是出于一种难能可贵的
远见卓识———那个时代他不是无缘无故提
出这样一个观点，那时候声音对于影像的肆
意切入给电影世界带来令人厌恶的灾难性
效果，声音在没有经过精细的设计和制作之
前便铺天盖地进入了影像，所以，银幕上声
嘶力竭的叫喊、震耳欲聋的爆炸和各种各样
的噪音给一个曾经静默的世界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喧闹，当然，它也带来了美轮美奂的
音乐和自然界的鸟雨风声。

曾经， 电影与观众之间形成一种默契，

这种默契就是观众观赏的心理效果，观众确

信银幕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二维的影
像造就了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对电影的认知，

这种认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它已
经进入了一代又一代电影观众的观赏经验
之中。但我们还是要说一句，人类是目前这
个世界上唯一一种对假定的影像感兴趣的
动物。科学家做过实验，让鱼去看电影，当鱼
意识到影像是虚假的时候，鱼会离开；但是
人不一样， 明明知道影像是虚构和假定的，

依然会为此着迷。所以，当数字技术、三维动
画技术，特别是 VR技术进入电影观赏过程
时，电影与观众之间建立的信以为真的默契
开始解体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过去我们未
曾看到的三维立体银幕空间的同时，时刻提
醒这个三维的影像空间是虚拟的、假
定的。比如《盗梦空间》的画面里，有
很多一看就能明白是数字技术制作
的镜头，观众也明白在现实世界中是
不可能实现的，是假定的。这种对默
契的打破，并不是因为简单的技术原
因， 它强化了我们对于假定性的认
知，架在鼻子上的三维眼镜，永远在
提醒观众看的是一部虚拟的、假定的
电影。

所以，过去我们惊叹艺术动人心
魄的魅力，现在我们惊叹科技无所不
能的技巧。过去我们为银幕上的真实
表演而流泪，现在我们为电影中的奇
观而呼喊。数字技术使我们远离了作
为艺术的电影，或是使我们走近了作
为奇观的影像，观众自有经验。一个
不容否定的事实，就是当电影通过高
科技数字技术能够创造出在现实生
活当中不存在的逼真影像时，电影与
生俱来的记录本性或者说摄影机不
会说谎的真实神话已经随之破灭。电
影似乎成了“真实的谎言”。

对于现在看到的一些电影，我们
已经不再相信它是通过电影摄影机
真实拍摄的， 只是觉得技术难度很
高。数字技术已经为展现无与伦比的
创造才能提供可能，电影不再是以现
实反映现实， 而是以假象的现实制造现实，

以虚拟的技术模拟现实，并以此将人类的想
象世界做无限延伸。数字技术这种无所不能
的高科技手段究竟还会为电影带来怎样的
可能性？人们有限的想象力是否能够满足它
无法无天的创作欲望？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电影心理学告诉我们，观众的“自虐心
理”是电影商业的最大助手。这种“自虐心
理”的表征就是电影的骗术越高，拍得越逼
真，演得越像，观众越满足。观众厌恶能看出
破绽的电影， 厌恶让表演不具真实感的电
影，所以现在我们的眼睛和头脑同时被数字
技术清晰带入，我们没有选择地进入影像预
设和规定的情形中，不仅不能自拔，还在不
厌其烦为电影埋单。虚拟世界实际上是一个
游戏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远离
了我们自己所认知的客观现实世界。我们是
不是又回到了一个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
一轮的“自我虐待”的心理建构的历史之途？

我们是甘愿被它所左右、所控制，还是要从
一百多年的怪圈里面走出来？这里所说的走

出来，不是指我们拒绝电影、反对电影、否定电
影，而是要从一种原始的、迷醉的、癫狂的电影
观影障碍当中摆脱出来， 最起码在理论的判断
纬度上，能够冷静面对我们现在的电影，而不再
是不加分析地为一些变术、骗术、妖术而欢呼。

电影技术发展所提供的银幕奇幻，在思维
模式上，实际上让观众回到原始人图像思维的
阶段。然而，现在人类无可挽回地进入到电影
自行运行的逻辑里面，这个逻辑里面有我们所
热衷的娱乐、迷恋的幻影、白热的梦想，这当然
都是我们需要的。但科技影像带给世界的负面
因素已经被无数的事实证明， 其中科技也难辞
其咎。 好莱坞早期电影禁止在一个画面里人对
人开枪，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经过数字化处理

的人对人的射击， 而且是对已经投降缴枪的俘
虏的射击，这是电影伦理非常关注的画面，这种
画面在中国电影里越少越好。

我们不能让“商业”替所有的电影受过，说
电影是一种商业，它要卖钱，就可以把所有东
西都忽略不计。但是谁让杀人的情节越来越逼
真？是利欲熏心的片商，还是鬼迷心窍的编剧、

唯利是图的导演？就算我们可以把电影的罪孽
全部归于人的力量所为，在技术层面，我们还
是无法将暴力的罪孽推得一干二净。宁波诺丁
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曹聪讲，科学家的研究是好
奇心驱使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不全是为
了利益。但是这种好奇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
以被彻底阻断吗？可能不行。在电影里，科学技
术帮助人们实现了更多观察世界的可能的同
时，也助长了影像与生俱来的原罪。我们不能
说科学技术害了电影，可是电影这个曾经被科
学技术所创造的世界，现在确实被科学技术所
改变，我们在三维动画技术的引领下看到了天
宫、仙境、乐园的同时，也看到了魔窟、地狱，谁
也不愿意把自己电影的记忆变成恐怖的记忆。

技术的建树全依赖于科技吗？电影叙事的
疆界，曾经是依靠科学技术来开拓的，但是电
影艺术的建树却很少因为技术的驱动实现，

艺术的创造有时甚至恰是在技术极其简陋的
情况下进行的， 有限的科技条件甚至还激发
了艺术家的审美想象。当年，中国第五代导演
组成两个青年摄制组， 一个在广西电影制片
厂，一个在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拍摄条
件和技术水平、资金远远不如当下，但是这两
个摄制组创造了《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

这些青年电影人当时的技术条件非常有限，

包括贾樟柯，当时冲印他早期作品胶片，用的
是北京电影洗印厂别人冲完以后剩下的药
水，可是这种简陋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妨碍他
最后走向国际舞台。

所以，科学技术对电影的推进并不能被绝
对化，更不能用一种技术结论的立场，判断整
个世界电影史。 科技毕竟仅仅是电影的工具，

决定电影进步与发展的必定是社会的经济、政
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合力所致。单一的科
学力量，只能够为电影带来动力，并不能包揽
电影历史前进的全部荣誉。科学主义是不可取
的，科学的理性态度恰恰来自于对科学主义的
治理。在科学主义看来，迄今人类社会的一切
问题包括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
有问题，最终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也只有
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定
义，从而将科学推向了一种绝对化境地，这种
观点现在看来不仅荒谬可笑，其结果不仅会使
原本科学的学说变成类似于人类于宗教的迷
狂， 且有可能使我们葬身于教条主义的深渊。

在传统电影的发展进程中，科技对影像的历史
性再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进入 21

世纪后，我们不得不将推进电影艺术发展的科
学技术的正向力量， 与它的负面效应区别对
待。这种理性，将驱使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技
术手段与改变人类审美世界的技术、变数分别
讨论，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

蕾切尔·卡逊最先发现农药的致命危害，

写了《寂静的春天》，美国现在的环境署就是根
据蕾切尔·卡逊的告诫成立的。 这本书以诗性
的语言告诫人类，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那些在科
学实验室里面发明的农药进行干预和禁止，那
么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人类的春天将失去如歌
景象，而陷入一片沉寂的恐怖之中。世人熟悉
的尼尔·波兹曼写过两部惊世骇俗的电视批评
著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他非常重要
的一个观点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
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问题。他反对
用技术代替人类思考，反对技术至上主义。

蕾切尔·卡逊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曾
经警告人们，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
对的危险就越多。对自然界的世界是这样，对
于升级换代越来越频繁的银幕世界来说，现
在是不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科学技术是
电影母体和电影生命的组成部分， 从这种意
义上来讲， 科学自身的问题在电影诞生之初
就被带入电影的机体当中，如果它有问题，它
被带入电影也已经一百多年了， 问题的核心
就是科学技术究竟是在改变电影的技术手
段，还是在改变电影艺术的艺术本质。它正在
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问
题的追问，还在迷雾之中。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以假象制造现实， 须理性
看待银幕“奇观”

科技助推电影， 但远不是
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