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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

多元素杂糅的非典型公路片

公路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最早出现在二

战后的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社会从战争的阴

霾中走出，广袤辽阔的地缘环境和绵延发达的

公路体系，赋予了美国人深厚的“汽车情节”，也

成为了公路片天然的叙事背景。而奔驰行走于

公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则成为了公路电影当然

的主角。

公路片契合了美国文化气质中重要的一部

分：拓荒精神，所以成为美国类型电影中最为典

型和富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1969 年拍摄的

《逍遥骑士》可以说是新好莱坞运动中诞生的一

部早期经典公路片，两个骑着哈雷摩托上路的

青年所经历的一场嬉皮士之旅，呈现出美国“垮

掉的一代”看似放荡不羁实则迷茫颓废的精神

状态，之后很多公路电影的创作无形中也成为

了这部影片的精神追随者。

同时，美国公路片所带有的拓荒气质也造

就了其与西部片在精神内核上的传承关系，马

背上的美国西部牛仔们在进入都市之后，把座

骑换成了更具有速度感的汽车，但洒脱不羁的

精神气质却并未改变，他们不愿安分守己、墨守

成规，更愿意去突破缰绳、触及边界的底线，因

而一部分公路片与暴力和犯罪元素有着天然的

连接，主角们多是亡命之徒、罪犯、社会边缘人，

我们耳熟能详的《邦妮与克莱德》、《末路狂花》、

《天生杀人狂》等等皆属于此类。

但另一方面，因为时空设置上的限定性和

延展性，人物长时间在限定空间内相处和碰撞，

更容易驻足和凝视彼此的心灵，因此在经过去

暴力化处理的公路片也往往更容易与“寻找和

救赎”的母题相连接，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

并主演的《完美的世界》、北野武执导并主演的

《菊次郎的夏天》以及巴西导演沃尔夫·塞勒斯

执导的《中央车站》都曾经带给过我们这样的精

神悸动。有意思的是，这几部影片也都不约而

同地把孩子作为了召唤我们回望精神家园的连

接载体。

“叛逆和找寻”可以说是驻于公路类型片文

本深处的精神之魂，也似乎成为了公路片创作

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公路片

起步比较晚，传统儒家文化和保守的农耕社会

习俗的渗透，中国人更多地习惯于耕种脚下的

这片土地，因而在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并没有太

多典型意义上的公路片。

但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迁徙和人口流动

的日渐频繁，中国的公路片创作也逐渐兴起，张

扬执导的《落叶归根》和叶伟民执导的《人在囧

途》是早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公路片。之后，带有

犯罪元素的《无人区》，表现年轻人迷茫状态的

《后会无期》、《心花路放》，执着于寻找和救赎的

《失孤》、《转山》等等，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公路片

的整体图貌。而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的囧系列前

两部（《泰囧》、《港囧》），应该说并不算严格意义

上的公路片，它们更多是成为了喜剧元素的一

个载体。

但最近通过网络播映的囧系列第三部《囧

妈》，则是该系列中相较而言最贴近公路片意义

的一部，可以看作是一次向“寻找和救赎”主题

靠拢的非典型公路片创作。

徐峥执导并与黄梅莹、袁泉等主演的影片

《囧妈》借一次机缘巧合下母子间的朝夕相处，呈

现了徐伊万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六天六夜的长

途时光也让之前潜藏在生活暗流之下的冰山无

所遁形，由偶然事件所引发的代际矛盾逐渐显

现，同时徐伊万与妻子的关系也趋于破裂……

在经过了斗智斗勇甚至激烈对抗之后，母子之

间逐渐和解。

《囧妈》的故事，可谓正是对很多中国家庭

生活中母子亲情、夫妻关系的观照，折射出当下

的社会现实意义。尤其是在 2020 年开年这个

不寻常的时期，很多人与妈妈的朝夕相处恐怕

将会比徐伊万的六天六夜还要漫长，大家在调

侃“非常时期是对家庭关系的巨大考验”之余，

也在以各种各样的角度审视和反思各自的亲子

关系、夫妻关系，难得在一段特殊时光能沉淀下

来陪伴家人，不得不说影片在这个时候网络播

映确实还是恰逢其时的。

影片在剧作上铺排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和高

密度的对白，喂食小番茄、60 秒语音方阵以及

“莫名其妙的最后一块红烧肉”等等，都有着我

们自己妈妈极其熟悉的配方和影子，会带给年

轻观众比较强的同理心和代入感，甚至不得不

感慨：人类的悲欢或许并不相通，但恐怕是——

除了当下的母子关系。但遗憾的是，这些大量

的生活细节并没有做流畅的情节勾连，点状的

铺排显得散乱而莫衷一是，数量过多反而会带

给人堆砌感，成为一种观影负担。

而高密度的对白应该说是徐峥所擅长呈现

的，在影片中也确实起到了强化喜剧节奏的作

用，例如把妻子张璐（袁泉饰）说过的话再重复

说给妈妈（黄梅莹饰），这种对白的转移重复原

本就有强化喜剧效果的作用，在影片中也运用

得恰到好处，在令人会心一笑之余巧妙地把徐

伊万面临的双重危机显露出来，两种关系互为

镜像。

但整体而言，影片中对白过于密集而在叙

事层面又没有足够的情节逻辑做衔接和铺垫，

所以非常容易形成缺乏情节支撑的直接说教，

使观众产生厌烦，进而使影片的整体节奏变得

拖沓。简而言之，整部影片情节的推动力太弱，

概念化的说教太多。毕竟，观众期待看到的是

电影故事中的人物，而不是访谈节目的嘉宾。

影片《囧妈》的三位主要演员徐峥、黄梅莹、

袁泉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优秀演员，在整个剧本

和情节逻辑有欠缺的前提下，可以说把演员的

功能发挥到了最大化。黄梅莹和袁泉是中国女

演员群体中气质比较特殊的两位，她们身上都

有一种娴静内敛、不事张扬的书卷气，总是用一

种远近相宜的疏离感把演员与角色之间应该保

有的距离把握得恰到好处，而这恰恰也为她们

所饰演的角色积蓄了力量和空间。

不得不说，影片整体的人物角色设计比较

偏于符号化和功能化，欠缺性格张力，即使作

为绝对主角的妈妈卢小花（黄梅莹饰），剧作层

面对她人物内心的挖掘也比较流于肤浅的表

面——高密度的歇斯底里和唱歌对演员来说都

不是最好的表演方式。但黄梅莹老师却沿用了

写人物小传这种老一辈演员做准备功课的传统

方式，把扁平的人物设定逐渐丰满，变成了有人

物前史和心路历程、有血有肉的一位母亲。而

她张弛有度的情感拿捏和对情绪的细腻处理，

以及对高密度台词精准的节奏把握，更使我们

仿佛看到了身边自己的妈妈。

最令人难忘的是影片的最后，红星大剧院

高光表演时刻结束之后，回到家里的妈妈疲惫

地摘下了头上的假发套，展露出花白而稀疏的

头发和满脸的憔悴——整场戏静水深流，暗涌

着生活的苦涩，演员的情绪细腻深沉，可以说是

整部影片里最具电影感的一段表演，前面妈妈

所有控制、强势甚至歇斯底里所积蓄的高能量

在这一瞬间顷刻而泻，十分令人动容和唏嘘。

徐峥在片中的表演一如既往地松弛细腻，

对喜剧表演节奏的把握娴熟沉稳。相比较而

言，袁泉、郭京飞、贾冰等演员限于剧本提供的

人物功能性较强，在片中的表现并未超越他们

之前所塑造的角色。

影片在制作上是精良的，在镜头和影像风格

的把握上是讲究的，尤其是在色调的搭配上颇为

用心。妻子张璐（袁泉饰）的生活是冷色调的，理

性务实、冷峻克制，一切充满了精英文化的气息；

妈妈卢小花（黄梅莹饰）的生活则是暖色调的，琐

碎零散、色彩斑斓，充满生活的烟火气。

整个火车车厢内的搭景和布光，以及围绕

妈妈的生活零散道具的布置，对环境感的营造

细致到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为了方便拍摄，

火车车厢内景几乎全部是由美术部门棚内搭景

摄制的，因而火车车窗外的风景几乎全部是特

效制作，这部由一千余个镜头组成的影片有接

近90%需要有特效参与制作，同时火车逼仄的

狭小空间对拍摄的现场调度和镜头的运动也都

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影片的剪辑技巧运用的张弛有度，节奏把

控非常娴熟，例如配合动感音乐对“小番茄”桥

段的镜头衔接，剪辑点精准恰当，应该是剪辑师

在前期就参与了分镜头的设计和拍摄筹备。同

时，抒情段落的叠化转场也非常恰到好处，剪辑

师通过调节叠化速度增强了镜头的抒情效果和

美感，增强了电影的审美余韵。

此外，大白兔奶糖、开场镜头夫妻合照旁咬

过的梨等等小道具的运用既参与了叙事，也成

为了影片所独具电影感的审美载体。从制作的

角度而言，影片最终在网络平台小屏播映其实

还是有些可惜的，使观众错失了大银幕观影的

审美体验。

整体而言，影片在制作和表演方面的优点

非常值得肯定，但其在剧作和导演艺术表达方

面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可以归纳为创作者

没有处理好两个方面的相悖关系：一是现实题

材与戏剧表现方式的相悖，二是艺术表达与商

业诉求的相悖。

探讨母子、夫妻等家庭关系属于社会现实

题材的范畴，需要更多生活化的情节作支撑，而

“熊出没”和热气球等桥段则明显是超现实的表

现主义的创作方式，魔幻夸张甚至略显荒诞，两

者的相融性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使人产

生突兀感而跳戏。尤其是前半部分对问题的呈

现很现实生活化，后半部分对“和解”的表现却

很魔幻，对观众来说就很有割裂感。

影片其实可以像传统的公路片一样，通过

一路上人物的互动和碰撞来实现心灵的沟通。

此外，现实题材也并非绝对不能使用超现实的

戏剧表现方式，荒诞与温情也并非不能兼容，我

个人很喜欢蒂姆·伯顿执导的一部影片《大鱼》，

就是一个很好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父子关系的

文本，似幻似真、天马行空的魔幻情节最终抵达

的却是我们内心最平凡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用

荒诞的情节表达了生活中父爱的真谛。现实与

魔幻原本就是辩证的存在，只是它们之间的连

接渠道却需要创作者提供更加充满智慧的艺术

思考。

与前两部囧系列影片相比，有了更多人生

阅历的徐峥或许是想在这部《囧妈》里表达更丰

富的一些情感内核和作者性思考，无奈其背负

的商业枷锁过重，使他在作者性和商业性之间

摇摆不定，既要兼顾到春节档期合家欢喜剧片

的笑料与包袱，又期望在其中表达更多的艺术

思考，使得整部影片的情节和情绪经常跳脱，缺

乏基本的流畅性。同时，影片的商业植入广告

比较多，也会影响到观众的观赏情绪和观影

效果。

此时此刻正波及全国的疫情，除了让我们

意识到健康和亲情的可贵之外，也让我们更加

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互相连接的整体，没有谁真

正可以置身事外。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们也许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珍视彼此，无论是

一个家庭、一个行业还是整个社会。对电影行

业来说，电影制作和创作内容的进步——尤其

是技术表现手段提升所带来的大银幕观影体验

升级，将是我们所共同期待的——而这也是将

更多观众留在电影院观影的最好方式。

电影总会结束，而生活还将继续。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处处长）

预料中本应是七雄争霸的春节电影档因

为疫情变得空空荡荡，相比其他影片纷纷撤

档、寻机再上的做法，由徐峥导演并主演的《囧

妈》在从院线撤档之后做出了新的选择：将版

权卖给互联网企业，并由其旗下视频平台在大

年初一将影片上线开放给观众免费观看。

这使《囧妈》成为史上首部在互联网播放

的春节档热门影片，在吸引观众眼球的同时也

给相关视频平台带来了巨大流量。

据报道，截至1月27日零时，《囧妈》在头

条系四大平台及智能电视鲜时光三日总播放

量超过了6亿，总观看人次1.8亿次。此一数

据甚至超过了华语影史票房冠军《战狼 2》的

总观影人次数（1.6亿次），虽然互联网观看数

据不能与院线观看数据简单比较，却也显示了

《囧妈》的关注度。

得到关注之后，人们紧接着关心的问题就

是：《囧妈》好看吗？这是不是一部值得关注的

好片？评论并不一致。

一方面，截至2月5日，该片在豆瓣电影评

分人数超过了37.8万人，但分数只有5.9分，热

度高而分数低；另一方面，不少评论也表示该

片真实反映了中国式的母子相处模式，令人

感动。

在笔者看来，《囧妈》真实反映了创作者对

中国式母子关系的思考，但由于剧作本身的缺

陷，这一思考并未在片中得到水到渠成的体

现，也就令人颇感尴尬。

中国式母子关系的反思与解决

《囧妈》是徐峥主演喜剧“囧途”系列的最

新作品，前几部为《人在囧途》、《泰囧》和《港

囧》。此系列采用公路片形式，通过讲述主人

公在旅途中所遭遇的囧人囧事来制造笑料。

前两部由徐峥与喜剧演员王宝强搭档主

演，徐峥扮演事业有成的中年人，王宝强则扮

演底层农民工，前者计划周密，后者单纯善良，

但后者却屡屡误打误撞，一次又一次将主人公

的计划打破、令其陷入窘境。王宝强装傻卖楞

的表演与徐峥弄巧成拙的窘迫相互衬托，为影

片带来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也令《泰囧》在

2012年创造了12亿多元的票房奇迹。

此后《港囧》中徐峥的搭档变成了包贝尔，

但角色的搭配方式与喜剧效果仍与前二者类

似。《囧妈》的故事发生在通往俄罗斯的列车

上，同样讲述一对主人公的旅程，也被许多人

视为“俄囧”。

不过，徐峥这次并不满足于仅仅为观众提

供笑声，而是想表达更多的对于母子亲情的

思考。

题目上，影片并未沿用前作模式取名“俄

囧”。搭档上，这次跟徐峥一起踏上旅途的并

非喜剧演员，而是年近70岁的实力演员黄梅

莹。宣传上，片方专门制作了宣传主题曲《给

妈咪》，影片海报上的宣传口号也是“大年初

一，看囧妈，抱妈妈”。无不表明影片的重心

所在。

《囧妈》中徐伊万与卢小花的母子关系是

当下许多中国家庭父母与成年子女关系的真

实写照：聚少离多、相爱相杀。

一是聚少离多。当今社会，许多子女上大

学后就离开了父母和家乡，毕业后成家立业、

也大都在外打拼，要过年回家或专门的假期才

能与父母团聚几天。徐伊万那句“这趟俄罗斯

之行，可能是我从读大学离开家，二十多年来

跟妈妈相处最久的一次”，正是这一状况的反

映。影片上映时间紧扣着春节不放，也正因为

这是许多中国家庭难得的团聚时间。

二是相爱相杀。虽然团聚不易，但许多子

女与父母间的相处并非都是令人愉快的。正

如许多年轻人抱怨的那样：刚回家一两天还

好，之后与父母间的种种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

的矛盾暴露出来，父母出于关心的各种唠叨也

就接踵而至，而早已独立的子女对此难以接

受，双方也就容易陷入各种争吵。也正因此，

许多年轻人回家后没几天就会盼着离开。

《囧妈》称之为控制式关系，控制的最典型

象征就是在徐伊万打电话时接连不断塞进他

嘴里的小番茄。不过，控制仅仅是一方的状

态，将关系双方都纳入的话，这是一种控制与

反控制的关系。因为对于控制，许多子女会采

用逃避甚至反抗的态度，被徐伊万偷偷扔出窗

外的小番茄代表的就是逃避，而他大喊大叫、

要求母亲离自己十米以外的歇斯底里代表的

就是反抗。这些场景令许多年轻人感同身受，

也是《囧妈》引人共鸣之处。

从《囧妈》可以看出，相爱相杀的控制与反

控制只能造成关系的对立与破裂。正如徐伊

万妻子不堪忍受其控制式关心要与其离婚决

裂那样，在徐伊万要求母亲与自己离开10米

后，卢小花也愤而下车，这已然是一种决裂。

此后徐伊万虽然找回了母亲，但此种相处模式

若不改变，双方仍然会再次陷入关心（控制）-

争吵（反控制）-决裂的循环之中难以摆脱。

如何改变父母与子女间控制与反控制的

相处模式？《囧妈》也给出了答案。在徐伊万跟

随卢小花下车之后，一场“熊出没”式的遇险经

历终于使两人回归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双方

也开始放下偏见理解对方：徐伊万学会了倾听

妈妈的心声，了解她的经历与梦想，卢小花也

学会了对儿子放手，不再事无巨细为其操心。

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答案，毕竟亲密关系中的每

个人都仍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在尊重理解基础

上的关心才不会变成控制。徐伊万也从与母

亲的关系中领悟了与妻子的关系，学会了尊重

妻子的独立性。

情感叙事中的过程缺失

能真实反映中国式母子关系的困境，也能

提供相应的解答，《囧妈》本应是一部感动人心

的影片，何以口碑不如人意呢？问题在于影片

未能在故事的展开中刻画出徐伊万与卢小花

的情感变化过程。

电影有两条线索，一是故事线，一是情感

线。情感是故事发展的基础，故事发展则会带

来情感的发展与变化，两者相辅相成，电影才

能丰富饱满、真实可信。

《囧妈》的故事线是徐伊万与妈妈从中国

到莫斯科的旅途，情感线则是母子关系通过这

次旅途得到改变，由控制与反控制的对立式关

系变为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和谐式关系。此一

设置对故事的要求就是要能够刻画出两人的

情感变化过程。《囧妈》恰恰在这个过程上失

语了。

徐伊万与妈妈乘坐的是一辆六天六夜的

列车，这个时间跨度足够讲述一个两人从相互

对立到理解的故事。《囧妈》前半部分也对此做

了表现，但表现的都是两人对立的部分，从卢

小花对徐伊万从泡脚到喂食等事无巨细的关

心（控制）到徐伊万扔番茄换包厢乃至对卢小

花爆发，这些都属于问题的展示阶段。

在此之后，影片需要一个细腻的相处过程

的来表现两人的情感变化。但影片并没有，相

反，在徐伊万对卢小花爆发后，影片让两人下

车结束了列车之旅。片中真正展现卢小花与

徐伊万相互交流理解的情节只有林中谈话和

遇熊，但仅凭一番谈话和近乎魔幻的遇熊就让

两人的情感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实际是很难让

人信服的。这也是《囧妈》后半部分令人感到

过于魔幻、脱离实际的原因。

电影诞生100多年，讲述对立冲突的人物

在共同旅途中发生情感变化的影片很多，如

《一夜风流》、《雨人》、《完美的世界》都是其中

的经典。而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在于能

够通过对两个人物相处过程的细腻展示来令

人信服地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变化过程。

以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男演员的

《雨人》为例，片中的查理在发现父亲把所有遗

产都留给患有数字症的哥哥后为夺回遗产将

哥哥骗出疗养院、两人一起踏上了旅途，此时

查理对哥哥的情感是对立的，但在旅途中，查

理通过一件件小事发现了哥哥在数字上的天

才，也了解到了哥哥对自己的关爱，最终查理

恢复了对哥哥的亲情，放弃了对遗产的争夺。

此一情感转变过程有大量情节支撑，是令人信

服的。

反观《囧妈》，徐伊万从上车后就一直在回

避与母亲相处。从不断找人换包厢到遇见俄

罗斯女孩，他并未认真去了解母亲的想法。而

在他向母亲爆发后，影片也并未给卢小花提供

展现自己的机会，而是让其下车了事。

下车是影片的一个败笔，从情节发展看，

它使徐伊万母子失去了继续相处与沟通的机

会，情感转变难以呈现；从人物性格上来看，卢

小花去莫斯科是为了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她

之前是在未告知徐伊万的情况之下自己上的

列车，现在也不会为了与徐伊万赌气而下车影

响梦想的实现。

那《囧妈》有没有改变故事缺陷的办法

呢？其实是有的。如果影片不是让卢小花贸

然下车，而是遵循人物行为逻辑，在她与徐伊

万的冲突之外也表现她对于歌唱的热爱、对于

演出的期盼与准备，让徐伊万在现实的相处中

了解和理解自己的母亲，两人的情感转化就会

有说服力得多。要做到这一点，编导不仅需要

将儿子作为独立的人来塑造，也需要将妈妈作

为独立的人来塑造。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近年中国电影

在质量上也有了长足进步，其中一个表现就是

思想观念上的提升，但好观念并不直接等于好

电影，《囧妈》再一次告诉了人们艺术表达的重

要性。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

协会副秘书长）

《囧妈》之囧：

好理念不等于好电影
周文萍

宋展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