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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幸福指南之
《五彩缤纷》

（一）电影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

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

你梦想克服一切困难，建设你们的幸福

家庭，请听我很快地为你讲述一个故

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现在很火的

电视剧《精英律师》中的栗娜饰演者朱

珠，她和先生有一个女儿，先生是一个

社区小裁缝，朱珠在学校做清洁工。女

儿入学那一年，他们发现她患有“失读

症”——一种没有阅读能力的精神障碍

疾病。

朱珠找遍了国内的学校，都没有专

门为这类儿童开设的班级。身为母亲

的朱珠在万般绝望中遇到了一位外国

朋友。他介绍朱珠带孩子到美国寻找

学校。朱珠入境的身份是为一个坐轮

椅的作家老太太当家庭保姆。这位重

要的人物海伦由斯皮尔伯格的著名前

妻艾米，就是斯皮尔伯格因为把婚前协

议签在一块餐巾纸上而在离婚判决时

失掉了一亿美元的前妻艾米——亲自

出演！

由中国新晋女星朱珠和美国老牌

“戏骨”艾米联手打造的《五彩缤纷》因

此波澜跌宕。海伦（艾米）眼见所请的

保姆带来了一个需要在美国求学的孩

子，而自己被告知以需要帮助这对素未

平生的中国母女，使患失读症的女儿进

入美国学校读书。她第一反应极其愤

怒。

但是，当她要把朱珠母女赶出家门

时，她改变了主意。

海伦认为所有人天然享有受教育

的权利。于是她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从

翌日清晨开始摇起轮椅带着朱珠母女

向学校出发……自然，不这样怎么会是

那个让斯皮尔伯格在离婚中失掉一亿

美元的美国著名女演员艾米呢？

为了不剧透我不说后面的剧情，故

事反转又反转，朱珠过五关斩六将。这

是一个中国母亲最传奇的遭遇与奋斗，

全部付出只为着女儿健康快乐成长，像

身边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而由此一家

三口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也是一个中国梦，一个有志者事

竟成的中国家庭梦！

（二）导演

《五彩缤纷》由旅居美国的华人导

演胡安编剧执导。在北京一个冬日的

早上我们和影片的制片人卓先生一起

分享茶餐和影片的故事。胡安是一个

在纽约和好莱坞早已知名的华人艺术

家，她多年前在中国拍摄的影片《西洋

镜》享有盛誉，十多年后的这部《五彩缤

纷》则把久远的中国拉回到了当代，而

人们对幸福的憧憬也从镜像里走到了

现实。

胡安告诉我，“失读症”其实在世界

上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它藏在一些孩子

早年大脑发育的过程中，由于神经系统

的辨识能力障碍，孩子会出现读与写的

问题。但是这些孩子的另一些神经领

域却又出奇的厉害，造就过很多了不起

的天才。所以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开

展“失读症”研究。很多名人小时候都

患过失读症，譬如爱因斯坦和乔布斯，

譬如歌星萧敬腾。很多家庭也都在找

办法帮助孩子摆脱困境。

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

够接受正常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

上。胡安导演说我们不要回避这个同

样存在于中国的问题。据了解大约人

数可以上到十分之一比例的失读症患

者，作为我们的孩子应该得到关注，并

且要为他们解决好教育的方法。影片

《五彩缤纷》满怀深情也满怀信心地在

做这件事，看到这部影片就会为他们的

家庭和孩子带去幸福的希望。

《五彩缤纷》中用一个个感人的剧

情经过，讲述了朱珠饰演的母亲陈兰带

着女儿梅梅怎样独闯异国他乡。她们

从不孤单，整个过程宛如一部爱的交响

曲，这是影片编导最为打动人心的成

功。这个对中国年轻夫妇都将起到励

志作用的电影充满力量。试想想，如果

放弃，如果没有方法，你们的“梅梅”就

会失去一生。

是的，谁在现实中付出过，谁在电

影里就会找到共鸣。

（三）你我

制片人卓先生带着《五彩缤纷》影

片开始了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探索。《人

民日报》社的主任编辑向老师看完电影

已经热泪盈眶。他问卓，你为什么要制

作这部影片？言下之意，卓先生一生纵

横影坛，拿下头部作品制作发行不在话

下，为什么偏偏看中这部中等投入的影

片。卓先生说，因为很多像向老师您这

样的朋友，会在心灵深处等候它们的到

来，等候它们到来的温暖。

阅片无数的向老师向卓先生致

敬！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只有美国

能够提供这种人性化的孩子教育吗？

回答不是，美国只是比较早的开始这种

积极的教育方式而已。在中国已经越

来越多针对儿童的爱心课程在全社会

展开，很多城市的很多家庭都已经关注

起这些亲子教育对于孩子克服各种神

经系统障碍的帮助性治疗，让孩子们在

正确的教学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亲子教育在中国成为了时尚潮流

的产业，《五彩缤纷》会告诉你亲子教育

还要有方法。

三十年前这样的教育在中国的确

没有出现。笔者的儿子在六岁入小学

的时候就因为老师说无法正确吸收阅

读的指引，而被拒绝入学。老师说，您

带孩子去测测智商。果然，测试结果显

示孩子需要进入“智灵学校”。我说，老

师，我发誓我的儿子可以读完小学课

程，我保证。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孩子，

所有眼泪都留在日后去流，当下我只

说，我会陪着他。

每一个家长的责任都应该像《五彩

缤纷》的朱珠（陈兰）那样，保护您的孩

子，首先是保护他得到正常快乐的教

育。从小学六年到初中两年，八年时间

我几乎晚上都陪着儿子做功课，坚决领

会当天的课程和作业并且无不完成。

我家的墙上就挂着赵子龙横枪跃马的

雕塑照片，鼓励他，你的成长就是杀出

重围、闯出生天。

有一次孩子拿回了他的作文，是写

校运会上他们班的同学选手得了赛道

第一，他和全班同学在看台上做啦啦队

使劲鼓掌的情形。文中写到：“掌声像

半空中盛开的花朵，徐徐降下……”这

段非常规而极具感染力的文字有一种

后现代派语言的魅力。我被它打动

了。我看到每一个所谓有障碍的孩子

大脑中都有无尽的奇迹等待发生。

孩子的作文获奖了，他当上了学校

墙报的编辑小组成员……儿童，就是这

样一步步成长的；人生，就是这样一天

天抒写的；幸福，就是一次次健康的对

待生活换回来的。向老师、卓先生、我，

我们仨本来就是好朋友，但我的故事他

们过去都没有听到过。《五彩缤纷》可以

勾起很多这样的不一样的往事，谁叫我

们都早已为人父母呢！

（四）春天

《五彩缤纷》定在3月份上映，这是

一枝影坛上的迎春花。它最硬核的感

召力在于“兰兰”和“梅梅”的故事（直至

影片结尾的反转）就是一部幸福的指

南，而不仅仅只是朱珠和艾米演的好，

它镜头徐缓却有力，它的音乐随着剧情

跳荡和动人，它的风格淡定而“满血”中

充满智慧。当然，电影的第一任务是故

事和细节，而它的灵魂深处是爱、坚强、

执着与公义。

喧嚣的春节档会为我们带走寒

冬。春天才是等候约会的季节。我们

等候与院线和观众的约，影片等候掌声

和心声的约，导演和演员们等候艺术的

心和感动的心的约。电影市场总是那

个呼啸山庄，写满了岁月的不容易，《五

彩缤纷》最后一点价值便是带给您信

心，像陈兰那样勇敢而负责任地义无反

顾，影片的结局真的很嗨，没有让您和

您的家人失望。

关于编导和演员们的各种链接都

在网上。也不要忘了陈兰的丈夫小裁

缝师傅李雅男含蓄而暖心的表演，打个

埋伏，他的故事会是最大彩蛋。请看在

世界的每一端，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

身份的每一位角色，您的视野会被怦然

打开。这个地球，这个时刻，都属于您，

只要您在现实生活中不回避不放弃。

这就是《五彩缤纷》给予我们全国观众

的新春祝福。

刁亦男的第四部电影作品《南方

车站的聚会》（以下为《南方》）被普

遍认为是导演创作在类型借用与风

格化追求的全新转向。特别是节省

的人物交代与景观化的社会空间，

在 2019 年的年尾成为又一轮美学争

论的焦点，遥遥呼应着年初对毕赣

那 部 同 样 是 反 黑 色 电 影 的 集 中 讨

论。但实际上，追踪《制服》（2003）、

《夜车》（2007）、《白日焰火》（2014）

到《南方》，明显能寻迹到刁亦男电

影在形式与主题上的延伸与衍化。

特 别 是《南 方》打 乱 时 序 的 结 构 方

式，甚至接纳并糅合了美学形态上

全然不同的三类电影。如果可以捋

清小径分叉的花园，不妨尝试对其

影像形式和叙事走向进行一场有趣

的剥离。

第一部：身体叙事的《野鹅塘》

刁亦男着迷于陌生男女之间在

特定身份或紧张情境中生成的某种

不确定的情欲关系。这种粘稠的、

疏离的、滑动的情感形态，又是时代

的、现时的、时生时灭的，有着明确

的时间刻度和对应的空间形态。这

让刁亦男电影中的人物故事都有着

显著的地域特点和年份指向，导演

将他的不同人物安置于西安、宝鸡、

哈尔滨和武汉，一方面充分借用这

些城市空间的丰富形态感，一方面

并不想认领它们在现实中的地名。

《制服》中区别与乡村和厂矿刚刚在

城市出现的地下通道、高架桥、钟点

房以及随时可以坐下和离开的路边

摊，是小裁缝与音像店女孩在挪用/

隐藏身份才能进行欲望交换的必要

空间。他们谁也没有试图探寻现实

层面的家庭空间。《夜车》的压抑与

绝望导致身份与情感诉求截然对立

的男女二人的畸形交织，更是离不

开夜行火车、他地交谊舞礼堂、荒凉

水库等陌生空间的自我放逐。《白日

焰火》里火车、溜冰场、夜路无人的

雪地、夜空中的摩天轮等北方肃杀

空间都支持着男人对女人“深度藏

匿”与“期待探索”的两种情感需求。

身体与空间的欲望主题曾经集

中出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

洲现代电影中，中国近 40 年的时代

转折、社会裂变与城市加速发展，人

的 自 我 意 识 的 完 整 性 不 断 面 临 冲

击，人的情感需求与现实空间形成

巨大割裂，按理说这个主题会推动

一批影像作品呼应这种空前剧变的

生命体验，可惜我们只在娄烨和章

明 等 少 数 人 的 创 作 中 看 到 这 种 回

响。刁亦男比二人走得更远，他甚

至否认了现代社会剧变下的一场男

女邂逅与欲望需求，存在爱情可能，

甚至都不给它作为遮羞布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看不到娄烨电影中身

体与空间的痛苦冲撞，看不到章明

电影中身体与空间的追逐与不安。

刁亦男在《南方》中为男女身体设置

的欲望空间是水雾弥漫的城中村野

鹅塘，逃犯与陪泳女在赴死与背叛

之前在这里发生一场肉体上的相互

交托，灵魂上的一次叹息。全片陪

泳女刘爱爱在胡歌饰演的通缉犯周

泽农面前只说过一句真实的问话：

你为什么不离开？因为这一刻，他

们泛舟水面从天亮到入夜的停留已

经溢出了各自的利益动机。

《野鹅塘》的故事当然可以从城

郊车站的紧张见面讲起，但完全没

有必要出现两段实给的大段落的叙

事闪回。因为面临死亡威胁的这样

两个灰色人物，要在一个昼夜里，从

全然的不信任，到不断升级的背叛，

以及逼到绝处后完成一场关乎生死

赎金的交易，那么他们最初的彼此

试探，给对方讲的故事一定是真假

难辨的。

相比段落剪辑，影片的场面调度

非 常 精 彩 地 处 理 了 二 人 的 关 系 变

化。火车站外高架石柱下的不断入

境与出境的戏，大幅广告牌下、马戏

团大棚前、街头巷尾的二人追逐戏，

候车室与面馆里的二人对峙戏，以

及野鹅塘上光影浮动中无比安静的

情欲戏，都通过人物身体对画面的

不同主导方式，诠释着女人在这个

故事中扮演的复杂角色。男人被动

焦虑的身体与延宕的行为，女人的

冒险与得意、背叛与宿命无不延续

了《制服》、《夜车》、《白日焰火》中的

人物画像。

第二部：黑色叙事的《南方车站》

《白日焰火》借势黑色电影只是

个开始，到了《南方》这里刁亦男充

分 调 动 了 黑 色 电 影 从 表 现 主 义 开

始、经典电影时期、法国时期以及新

黑色电影的各种程式。特别是视觉

呈现上，许多影迷轻易辨认出多部

经典影片，当然也有一些人深感迷

影情绪的疲惫。

最为突出的是该片 80%的夜景

布光，高对比度和高饱和度的霓虹

渲染，阴影面积与光束形态塑造的

人物心理与叙事节奏，下行的楼梯、

封闭而黑暗的环境构图与男人走向

绝境的命运，不断暗示危险与死亡

的水光与反光：雨、湖面、透明伞面、

透明大棚、水沟，纵深上回形光影构

造的黑暗道路对应上下结构的回形

走廊天然形成的无望贫民空间，以

及暴力犯罪血浆突发的怪诞形式与

视觉冲击。当然也包括城市边缘的

不法空间、底层生命的孤独与虚无、

破碎断裂的叙述时序等等。

影片在结构上分成上下两个部

分。前半场男女二人在南方车站接

头，两个人的交易被倒叙与插叙打

断，被三个叙事视角逃犯周泽农、陪

泳女刘爱爱、媒介视角下的警察办

案 再 三 介 入 ，各 自 推 动 一 个 方 向 。

当追捕的警察发觉并赶到火车站，

男女二人也决定离开，改换交易场

所。第二个段落的绝命野鹅塘，则

是三条线索从“南方车站”发出后开

始更加密集地交织以致汇合，黑暗

中的人物也最终一个接一个地走向

死亡。

然而第二个段落的叙事走向正

是此片反黑色电影的地方。影片没

有让人物走向绝望深渊而是走向了

救赎，从暗夜走向了光明。周泽农

的黑色命运下沉到绝望恐惧的底部

时，不是他的死亡，而是发生在第一

个段落里，他身负枪伤满脸鲜血缩

头驼背地驶入无边的雨夜里，还在

惊惧中无意开枪杀死了警察。最浓

郁的黑色布光与荒诞血灾恰恰发生

在这一幕，发生在三夜三昼的第一

个深夜。随着刘爱爱的介入，白昼

布光开始渗入绝望叙事，特别在第

二个段落里，周与刘的互动中，周不

仅冒险在白天里走上生机盎然鱼龙

混杂的野鹅塘界面，还和刘泛舟湖

上，共度了相当长的一段白日与黑

夜交替的情欲时刻，直到影片结尾

他坚定赴死后，刘爱爱与周妻拿到

赎金，并肩街上，影片通过溅到刘身

上的水花，让两个女人释放出不易

察觉的笑意。

只是可惜第二个段落的转向却

让周这个黑色人物在叙事逻辑上被

边缘化了，周的躲藏和围捕下的卑微

没有因为警察们铺天盖地的行动而

加剧，反而重新获得生命实践的动力

一般，变得不可践踏和阻挡，直到完

成赎金意愿。这几乎推翻了第一个

段落无辜灭顶的黑色人设，两个段落

之间并没有给出这个人物之所以从

犹疑到决断的转变原因，因为这里面

没有引发堕落欲望的蛇蝎女郎。

或许退回到《南方》段落里的周

泽农故事，它更像一部叙事闭合的

黑色电影。或许可以假设这个故事

里，周被所有人欺骗，他周围的所有

人也相继毙命，他的赎金成为加速

他灭亡的稻草，因为在这个加速发

展的城市空间里，注定有一群为金

钱犯罪背弃家人的浪子不能回头，

延续着《夜车》和《白日焰火》里活在

低处/暗处的男人角色，同时还可以

以此达成一部主流商业片的批判立

场。

第三部：动作叙事《聚会》

《南方》的影像呈现里最鲜活的

部分是对于城中村极端写实的寓言

化空间塑造，以及与此对应的，对于

犯罪行为简化为纯动作聚合的表现

方式。这种暴力动作-犯罪空间的

映射关系，在中国犯罪电影中从来

没有被如此清晰和触目地呈现过，

如果动画片也算的话，倒是可以参

考《大世界》中的城乡结合部空间与

暴力掠夺的动作传递关系。

《南方》中的城市犯罪空间“城

中村”野蛮黑暗又光怪陆离、肆意生

长又吞噬一切，它被呈现得如此生

动，又是如此严谨。开发区宾馆地

下室的小偷大会与城市中警局里的

警力布控会遥相对应，地下与地上，

边缘与中心，城市偷车地图与村落

的布防地图，小偷中的极端暴力者

与警察中不会用枪的最后执法者都

在构图上进行了比对，以展示它们

在犯罪行为上的空间呼应。黑暗封

闭的动物园追凶戏与回形走廊贫民

楼排查戏之间的对应，通过单一光

源的手电筒在黑暗中的一张张特写

联系起来。被圈禁的凶猛动物面对

人类围捕的惊惧与无辜，与夜晚贫

民楼里被迫聚集无法申诉的底层人

的惊惧与无辜是同一的。偷车运动

会从郊野驶向城市，摩的便衣队从

城市五岔路口分散向村野。西桥洞

广场的发光鞋、野鹅塘行动的头盔，

都在指向犯罪行为在权力关系两极

上的无差别体验。甚至夜晚船上仰

面二人的情色动作也与夜巷里俯身

被迫的强暴动作相对应。影片中一

场场暴力戏所带动的社会空间如此

丰富，远远超过讲述一对男人/女人

在《南方》里流动着黑色欲望的钱色

交易、在《野鹅塘》中出离现实的现

代主义困境。

如果影片全然将周泽农的逃亡/

寻妻，警察的围捕/诱敌，毒贩的嗜

血/死亡，封闭在城中村的绝望而野

蛮的对列空间内，抛下其他，推动动

作聚合达到希区柯克式的极致动作

之于封闭空间，梅尔维尔的动作之

于肃杀环境的纯粹的动作与社会寓

言空间的关系中，或许能获得一部

名为《聚会》的罪案片。

当然，如今跨界影片已经成为趋

势，刁亦男在《南方》中的影像实验

挺值得玩味。

《南方车站的聚会》：

能否分叉为《野鹅塘》与《南方车站》的《聚会》呢？
■文/ 王 霞

本报讯 中影晴瑞影城 CGS（成

都永立星城都店）于 1 月 12 日开业 ,
这是中影星美院线在成都地区的第

23 家加盟影院，也意味着院线对四

川电影市场的开拓又向前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影城位于成都成华区休

闲娱乐新地标的核心商圈永立星城

都 3-5 层，是集休闲、娱乐和购物于

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影城总投资 3800 多万，占地五

千多平方米，拥有 10 个多功能豪华

放映厅，最多可容纳 1500 余人同时

观影；其中包含 CGS 中国巨幕厅，

VMX 极至巨幕厅、杜比全景声厅、家

庭厅、aMAZing 星乐厅、CLUB PRIVé
1001 VIP 厅、4K 激光厅等特色影厅。

作 为 成 都 市 首 家 激 光 一 体 机

CGS 中国巨幕厅，顶天立地的超大银

幕，带来极至的观影体验；银幕宽度

24M 大银幕大视野、沉浸式多维还音

系统、双引擎图像优化系统和量身

定制的影厅专属设计，为观众提供

身临其境的观影感受；精制影片母

版制作技术，展现更卓越的声画品

质，THX 认证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

观影体验。所听即所想，所见即所

得，使您每一次观影都将得到最佳

影片品质保障。

VMX 是由“晴瑞电影”自主开发

的 巨 型 影 像 技 术 ，全 称 为

“VISUALMAX”，意指最大影像，影厅

采用全金属高亮度银幕，杜比全景

声音响，定制豪华真皮座椅，逼真的

色彩和环绕式音效，为您带来极致

的观影体验。

特色 aMAZing 星乐厅，家庭聚会

包场最佳选择，大胆独特的影厅设

计搭配，给孩子带来视觉上强烈冲

击，厅外的儿童幻想世界，更是在家

长观影之余，照顾了孩子的玩乐，让

一场电影为全家人都带来欢乐回

忆。

CLUB PRIVé 1001 VIP 厅是影城

为 VIP 客户打造的全新概念影厅，以

“1001 一 夜 ”为 设 计 理 念 ，名 称 中

“PRIVé”为法语“私人”的意思，引入

飞机头等舱概念的真皮沙发桌椅，

配备精美甜点和特色美食；还包含

有独立的 VIP 休息区，观影等候吧

台、异国阳台，别具一格的中东特色

装修风格，观影头等舱，尊贵待遇，

私享唯您。

除了硬件品质的保障外，影城还

需细致周到的服务和高效的运营管

理与之呼应，用全方位高标准的观

影环境，结合诚挚、热情的服务给株

洲观众带来丰富的电影文化生活和

极致的观影享受。开业期间正值

“春节档”旺季，影城推行办会员卡

赠后产品等优惠活动，同时影城将

在宣传、运营等各方面得到中影星

美院线最专业、高效的支持。在多

方共同努力下，用电影的文化魅力，

展示成都的深厚的底蕴之美，将更

多优秀的影片带给成都的电影观

众。

（王冰璐）

成都“新晋打卡胜地”

中影晴瑞影城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