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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罪案类影片与真实事件之间

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1921年，中国电

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便是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悬疑罪案题材电

影。近百年过去，悬疑罪案类影片与

真实事件的渊源仍在继续，但同时，更

多元的类型融合与发展方向也在不断

出现。

贺岁档上映的爱情片《被光抓走

的人》将悬疑与爱情相融合，创造出全

新的观影体验，也为悬疑类影片提出

了可供拓展的方向。改编自系列小说

的电影《秦明·生死语者》收获了不错

的成绩。《吹哨人》在题材上进行创新，

对准企业内部贪腐问题，首次在银幕

上刻画了“吹哨人”的形象。《催眠·裁

决》延续了前几年陈正道掀起的“催

眠”悬疑热，将情节和反转玩到极致。

类型融合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但

未来中国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方向

并非只有类型融合。胡建礼提出未来

中国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可以往两

个方向走。“一是往中国古代走。像徐

克拍过的‘狄仁杰系列’就是古代悬疑

的成功典范。这类影片有成功经验、

有故事基础、有成功影视剧，而且故事

背景在古代，创作空间比较大。二是

将目光投向国外。可以寻求、翻拍日

韩优秀剧本，或是将故事发生地、拍摄

地放在国外，这样可以有效规避政策

风险。‘唐探系列’包括《误杀》都是成

功案例。”胡建礼说。

回望中国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

展，掣肘犹存。我们不乏此类文学尤

其是网络文学 IP，但重场面轻逻辑、重

整体轻细节是这类 IP 的通病，目前国

内仍未出现如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等优

秀悬疑推理文学的代表，缺乏可进行

影视改编的优质悬疑 IP。
面对这种局面，饶曙光认为，“未

来国产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仍然充

满挑战，关注现实、在现实社会中呈现

人性纠结和不同人群的生存体验，实

现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链接，才能

引发更大范围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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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少年的你

扫毒2：天地对决

误杀

反贪风暴4
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

“大”人物

追龙2
犯罪现场

两只老虎

受益人

南方车站的聚会

沉默的证人

廉政风云

催眠·裁决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吹哨人

铤而走险

你是凶手

秦明·生死语者

雪暴

保持沉默

长安道

双生

侠路相逢

过春天

平原上的夏洛克

六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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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

15.32亿

13.08亿

11.62亿

7.98亿

7.01亿

3.80亿

3.08亿

2.51亿

2.21亿

2.15亿

2.02亿

1.78亿

1.21亿

8737万

6432万

4951万

4385万

4097万

2955万

2783万

2127万

2119万

1729万

1106万

982万

925万

132万

导演

曾国祥

邱礼涛

柯汶利

林德禄

文伟鸿

五百

王晶/关智耀

冯志强

李非

申奥

刁亦男

雷尼·哈林

麦兆辉

黎兆钧/施柏林/刘永泰

娄烨

薛晓路

甘剑宇

王昱

李海蜀/黄彦威

崔斯韦

周可

李骏

金振成

邵亚峰

白雪

徐磊

祖峰

在2019年的电影市场上，悬疑罪案类影片迎来了高潮，以贺岁档“黑马”《误

杀》为例，该片依靠口碑强势逆袭，捅破悬疑类影片的市场天花板，12天票房轻松

越过6亿，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2亿元。

事实上，2019年电影市场上应该获得关注的此类国产影片绝不仅是《误杀》

一部。《少年的你》、《犯罪现场》、《两只老虎》、《沉默的证人》、《南方车站的聚会》、

《追凶十九年》、《保持沉默》、《吹哨人》等一大批具备悬疑、犯罪、推理基因的影片

活跃在电影市场上，大多数受到观众的喜爱。

在喜剧、爱情题材影片以及“流量”明星加持、IP改编的大潮消退、“掘金”能

力下滑之后，悬疑罪案类影片以悬疑为外壳，包裹着对爱情、人性、社会、现实的

思考，给予观众解谜般的趣味和坐过山车般的刺激；在曲折的故事之外，还留给

观众些许现实的余味，掀起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据记者初略统计，2018年在票房超过 2000万的 80多部影片中，悬疑罪案类

影片多达23部，其中《唐人街探案2》、《一出好戏》、《无双》、《暴裂无声》等获得理

想票房和不俗的口碑。2019年，该类题材影片更是有10余部票房超过亿元，因此

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曾执导犯罪悬疑类影片《白日焰火》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刁亦男

2019年岁末带来同类题材口碑力作《南方车站的聚会》。他深知观众对于悬疑类

影片的渴求，“这类影片的戏剧性特别强，大家会被悬疑类影片的强情节、强烈的

戏剧性所吸引。这种强大的吸引力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年轻人喜欢看这种悬

疑类的电影，因为大家对于案件都抱有一种好奇心，对于解谜也充满兴趣。”

面对2019年此类影片在市场上的集体爆发，刁亦男并不意外，他从导演角度

分析，认为电影市场上能够出现诸多优秀的悬疑罪案类影片绝非朝夕之功，“其

实在这之前的几年，一直都有很多导演在这个类型上进行尝试，经过整个创作群

体一段时间的积累，才最终做得比原来更好、越来越好。”

再没有任何一种类型会比悬疑罪

案类影片更看重严丝合缝的逻辑、前

后呼应的细节、跌宕起伏的悬念。再

没有任何一种类型会比这类影片更考

验编剧的功力。对一部悬疑罪案类影

片的最佳褒奖，可能就是观众“剧情无

Bug”的评价。

在201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调

音师》、《利刃出鞘》、《海市蜃楼》、《一

个母亲的复仇》、《祈祷落幕时》、《无所

不能》等进口悬疑影片，与《少年的

你》、《误杀》、《南方车站的聚会》、《沉

默的证人》、《保持沉默》、《犯罪现场》、

《两只老虎》等国产悬疑罪案影片交相

辉映，让观众在一个个谜题中流连忘

返，享受着破解谜题的乐趣。

当然，只有“谜题”还远远不够，中国

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提出了

“戏核”的重要性，“观众在领略过现代化

影院全新的体验和特效大片的视听奇观

之后，观影兴趣回归到故事本身，因此故

事性强的悬疑罪案题材必然受欢迎。好

的悬疑电影首先要有一个坚实的戏核，

其次还要有好的电影故事、智慧的电影

叙事、有张力的人物关系。”

与饶曙光观点相似，中国电影评

论家学会理事胡建礼认为，“好的剧本

是一部悬疑电影最重要的条件，悬念

十足、细节严丝合缝是一部悬疑片的

首要追求”，在此基础上，完成“叙事新

颖巧妙、演员表演到位”，才最终能够

成就一部优质的悬疑电影。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2019 年国产

悬疑类影片的整体表现确实令人惊

喜。《少年的你》刻画两个少年互相守

护未来，以扎实的原著完成改编，层层

揭开两个少年共同守护的秘密。《误

杀》有印度原作验证市场，以国外拍摄

的方式，在两个极端阶层的家庭对峙

下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出色的演

员表演也为影片增色良多。《南方车站

的聚会》用意蕴深长的伏笔和细节展

示出导演在悬疑类型片中的在场性，

实现了影片的高级质感，完成了演员

胡歌的角色突破。《沉默的证人》、《保

持沉默》、《犯罪现场》则以“坚实的戏

核”完成了一个个好的电影故事。

剧作上的严谨与完整让这些影片

经住了观众的检验，完成了作为悬疑

罪案类影片的第一个关卡。

清晰的逻辑推理、完整合理的细

节是悬疑推理类影片的基础，对这类

影片的创作者来说，所有努力都直接

指向“真实”二字。如何能够用尽一切

手段，让观众沉浸在真实紧张的悬疑

氛围中，是影片创作团队的首要追求。

饶曙光点出了真实感对悬疑类影

片的重要性，“这种真实感让观众体会

到他与片中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

摄影师、纪录片导演高屯子在采

访中对比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不同，

分析了悬疑感与真实感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任何一种影像都在制造悬

念，以确保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故事

上。哪怕纪录片也仍需要制造悬念。

但不同的是，在真实感的营造上，悬疑

电影的真实感是为了让观众相信故事

的合理性，而纪录电影的真实感是为

了让观众产生临场感。”

凭借短片《延边少年》夺得第 71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单元

评审团特别提及奖的青年导演魏书

钧在谈到悬疑影片时，认为真实是

此类影片的前提，“我要相信它的

真，才能信赖它的美”。

魏书钧以《白日焰火》为例，解读

片中符合人物身份和戏剧情境的真实

细节，“《白日焰火》的故事发生在冰天

雪地的东北，人物形象与那个情境非

常符合。片中的杀人凶器是冰鞋上的

冰刀，放在那个环境下，这样的设计真

实而又具备戏剧感。”

无限逼近现实生活的真实质感是

许多导演的艺术追求。刁亦男提到在

《南方车站的聚会》拍摄前，每一处选

景他都会亲自去看景、选景，对每一个

场景做最大程度的细节还原。对置

景、服化道的严格要求，为的是最终能

够呈现出更加真实、极致的城市质感，

与人物内心形成映衬。

印度影片《调音师》、西班牙影片

《看不见的客人》、泰国影片《天才枪

手》等优秀进口影片对于近年来此类

题材的创作和市场热的助推作用不可

小觑，但如果想要通过翻拍和改编来

复制此类影片的成功，本土化将是创

作者面临的首要难题。

众所周知，悬疑罪案类影片的改编

与翻拍面临着比其他类型影片更为严峻

的本土化落地问题。同时，对于这类影

片来说，一旦完成本土化落地，就能大幅

度提升影片的市场成功率。刁亦男直

言，“这比‘平地起高楼’地去原创一个环

环相扣的‘烧脑’剧本显然轻松得多”。

“那些经过国外市场验证的成熟

的剧本，在编剧层面已经完成了一大

部分，创作者要做的就是让它本土化，

本土化做得更自然也就更容易获得市

场成功。”刁亦男说。

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都提到

了《误杀》成功的本土化改编。金逸珠

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将《误杀》的

成功归因于优质的剧本、本土化改编

共同带来的高口碑，“《误杀》有印度原

作《误杀瞒天记》的高品质剧本做基

础，它虽然把拍摄地放在国外，但其实

内容做的非常本土，再加上陈思诚将

之与‘唐探3’捆绑营销宣传，最终口碑

发酵起来，成为‘黑马’。”

刁亦男认为最近几年悬疑类影片

越来越成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表现

就在于翻拍类影片的本土化更加自

然，“悬疑类题材的创作者更多从剧本

上进行细致的打磨，这两年也出现了

这样从国外更成熟的剧本翻拍过来的

影片，它们的在地化程度做得比原来

更加自然”。

说到底，本土化的终极目标是让

观众更有代入感，进而与影片人物产

生共情，唯有真正共情，才能完成创作

与观众之间的勾连。导演张杨对“本

土化”深有体会，“创作者处于什么样

的生活氛围中，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

这些都会自然而然流露在创作中，进

而吸引有相似生活体验的观众，所有

类型的创作永远离不开在地性。”

确实，唯有做好本土化、具备在地

性，悬疑类影片才真正能够在国内市

场上生根，建立起与国内观众的同频

共振，进而收获更好的市场成绩。

多年前，电影艺术界视悬疑影片

为“下品”，诟病这类影片一味关注离

奇曲折的情节，而忽视现实意义、缺乏

创新表达。但随着希区柯克的一系列

作品被法国人推崇，悬疑终于获得艺

术正名，悬疑电影被重新发现。

时至今日，在悬疑罪案类影片中

灌注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作者化表达

已经成为常态。

《少年的你》上映后，反校园暴力

的呼声与行动在整个社会发酵。校园

讲堂、普法教育、社会宣传、舆论助阵

等多方发力，共同防范校园暴力。制

片人许月珍曾经动情地说，“看到我们

的电影能为整个社会带来一点点好的

改变，这是最值得开心的事”。

娄烨和刁亦男两位第六代导演在

2019年度奉上的两部作品也有着共同

的现实着力点——对时代变化中人物

命运的着力刻写。

一贯将镜头对准现实的娄烨，此

次《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延续了这种

现实主义风格。影评人闵思嘉如此评

价娄烨的这部新作：“始终坚持着用影

像去唤起一种新的现实，那些未曾被

我们注意到的、被我们忽略或者摒弃，

甚至是刻意逃避的现实。”她认为娄烨

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完成了“奇

情”与“正常社会”的整合，“它所展现

的奇情，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正常；它

所摹写的匪夷所思，反而正是这个时

代的理所当然”。

对于刁亦男来说，无论是五年前

的《白日焰火》还是五年后《南方车站

的聚会》，他都在悬疑罪案的外壳下包

裹着“黑色电影”的内核。东北极寒的

溜冰场与武汉粘稠的野鹅塘本质上并

无区别，都指向黑色电影中的危险之

地；桂纶镁的角色也综合了黑色电影

中“蛇蝎女子”的形象。“刁亦男导演在

两部电影中对桂纶镁的塑造方式，都

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她总是透露着

神秘和内敛的诱惑。”青年导演魏书钧

说。

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表达之

上，是创作者对个人表达的不懈追求，

他们想尽办法在类型手法与作者气质

之间寻求平衡。不仅是第六代导演，

几部由青年导演创作的悬疑类影片也

已经呈现出对个人风格的探索。

青年导演徐磊的《平原上的夏洛

克》、徐翔云导演的《追凶十九年》，包

括尚未登陆院线但已在国内外电影节

展上获得荣誉的《日光之下》（导演梁

鸣，获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最

佳导演荣誉）和《第四面墙》（导演张

翀、张波，获第41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

佳新作“铜金字塔奖”）等，这些影片都

以悬疑罪案类型的面目出现，却呈现

出极为个人化、作者化甚至是反类型

的艺术气质。

刁亦男直言，“在这类影片上，

要追求人物细致的情感脉络、内心

变化，这比外在的故事逻辑更需要

细致和耐心”。

《平原上的夏洛克》充满荒诞感和

黑色幽默气质，又处处体现着城乡交

错的现实魔幻感。《追凶十九年》将罪

案变成塑造人物的背景，以反套路、反

类型的方式，着眼于刻画破案刑警的

内心。《日光之下》多线索并进，将凶

案、爱情作为背景，悬疑的外衣下，是

少女的硬核青春成长故事。《第四面

墙》将悬疑玩到极致，层层穿透平行时

空，只为追寻一个女性的爱情与成长

轨迹。

这些电影，以现实主义精神内核、

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作者表达给予观众

比悬疑更多、更深的意蕴，也完成了创

作者在类型之外的作者抒写。

◎剧作逻辑追求严丝合缝

◎用细节营造真实感

◎改编注重本土化

◎灌注现实精神与创新表达

◎类型融合拓宽未来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