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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本体是一门整体心理学。

整体是什么意思？西方的格式塔心

理学，也叫“完形心理学”，就是传递

“整体”的心理认知的学术流派。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学院听

周传基老师讲声音的时候，这种“整

体”的意识感知就已经传神地进入

过我的脑海。

周老师先给我们开了一段音乐，

昂扬的旋律，然后给我们看画面。画

面从地面的场景摇向了天空，摇向了

深邃的、辽阔的、遥远的天空，这时周

传基老师就把声量的旋钮慢慢扭动

起来。画面出现的天空越来越遥远，

而声音最后细若游丝。

所谓情绪就是一种“整体”对环

境和内心的感知，除了对天空的视

觉，还有对于声音的听觉；除了视觉

和听觉，还有内心世界的可能是向

往，也可能是回忆，可能是思考，也

可能是被催眠。这就是意识的“整

体”，离开整体说此刻是单一的视或

者听都是不对的。

人们的意识被整体地调动起来

会产生某种魅力。电影艺术就是这

样创造了观众的整体意识，如果不

在电影院我们感觉不到。

现在，电影院有各种声音设备，

它们都不是仅仅用来作为刺激的，

也非单纯作为音效供欣赏的。周老

师的声音教学，跟电影院近二十年

音效的改进殊途同归。

影院数字环绕立体声刚刚开始

推广的时候，我就请了我们公司的

一个高级工程师给大家讲解数字音

效在电影画面声音上的应用。

数字音效的价值不在于制造声

音的响亮和音乐的厚重。数字立体

声是用来追求场景声音最佳还原的

效果的，是用来分辨出最细微的声

音变化的——这种数字音效一定是

在电影院才有可能实现。

就比如露珠滴落的微小声音，

比如说夏天早上起来你听到的蝉

声，有时你会觉得很嘈杂，睡觉时被

声音吵醒。但也会听到远处微小的

蝉叫，让你会很关注它，突然之间，

你从一个完全寂静的世界中间醒来

了，你感知到原来很遥远的地方的

声音在传过来——你会想到，夏天

远去了。

又比如说，士兵射击时，子弹从

枪中呼而出的声音。如果我们过去

听到的只是从枪膛出来的，或者说

从炮膛出来的嗡的那种爆炸声，那

么现在你听一下，声音微弱地穿过

枪膛的滑线，是一丝很细很快速的

声音的时候，会不会又被另外一种

神奇的声音世界的魅力所吸引？

所以数字立体声不是让我们听

到最爆的声音，而是要让我们分辨

到最微弱、最微妙的声音，这是电影

院诞生数字立体声环绕的原因和理

由。它比低音炮更能让我们感知周

边世界的整体，这就是魅力。

没有电影院能够有这种效果

吗？电影的整体性就在于音效、音

响、摄影、声光、一点点微细的变化，

调动人体的细胞神经系统里面的功

能，比如说记忆的功能，比如说某种

认知沉淀的功能，比如说联想的功

能。

只要是出自人的感知，意识的

特点就一定会是追求整体效果的。

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来说，追求“完

形”。

这个氛围它会排开一些外部的

干扰，而集中在导演和所有主创给

你提供的每秒24格画面那种有意思

的创作中间。

电影是知觉的，不是思索的；电

影是意识的整体，而不是印象的总

和。大家都很喜欢看好莱坞的影

片，很少人看欧洲电影，更少人去看

俄罗斯的影片。

其实前苏联有很多了不起的电

影大师的，前苏联对人类电影的贡

献就在于创造了蒙太奇学派，而这

是在欧洲电影和北美电影流派之外

的，对于世界电影的对人类文化的

绝大贡献。

所谓蒙太奇简单说是通过声画

的各种剪辑，可以整合出一个新的

意义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的客观世

界，而是它整合给我们的，跟我们与

生俱来的大脑的艺术系统有一种天

然联系的世界。

蒙太奇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实

验是由导演库里肖夫做的，然后由

普多夫金给大家做了宣讲，然后大

家知道普多夫金在 1926 年拍了《母

亲》，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68年后才

给它重新配的音。在前苏联还有爱

森斯坦几个人撑起了蒙太奇学派的

大旗。

库里肖夫做了一个什么实验

呢？首先他拍了一个演员的画面，

这个画面中演员是没有表情的，然

后他分别拍了三段画面。一个是一

盘静止的汤水的画面，第二个拍了

一个浴缸中死去的青年妇女的画

面，第三是一个玩具小熊被小孩玩

耍的画面。

呈现在银幕上面的时候，库里

肖夫分别穿插进上述没有表情的演

员的画面，结果它产生了一个什么

样的效果？在第一个汤的画面后，

似乎被传递出了这个演员在沉思的

信号。在第二个画面后，你“看到”

演员在悲伤。第三个是孩子在玩耍

小熊，演员变成“微笑”！

普多夫金告诉我们，其实中间

出现了三次的这个演员的画面，演

员同样都是没有任何表情的。为什

么你会被“忽悠”了？觉得好像演员

有了三个不同的表情，沉思的、悲哀

的和快乐的。

普多夫金还告诉我们，在剪辑

中间，比如说沉思的画面要长一些，

就沉思的方面，那一段演员的表情

放进去要长一些。然后那个女人躺

在浴缸里死去的画面，要比较长一

些，演员表情的画面也比较长一

些。小孩玩耍小熊的画面长度则相

反，它和演员表情画面放进去的时

间都短一些。

剪辑的节奏、影片的节奏、时间

的不一样，表情跟上下画面的连续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这就

是一种叫做蒙太奇的电影效果。他

们的美学，他们的哲学观点，他们所

创造出来的一种手法，让镜头成为

了真正的意识艺术。

人的脑海随着时间而沉淀的那

种记忆功能是在起作用的，它使我

们居然可以“看到”演员的表情发生

了变化。这就说明一部电影所有的

声画剪辑在一起的时候，产生出来

的整体绝对不是一个个画面、一段

段声音所组合起来的总和。

整体不等于总和，整体大于总

和，这一切你想想看是不是只有在

电影院的氛围中间，我们的意识、我

们的脑神经网络才能够被调动到一

个重新的组合上？我们对银幕上的

“客观世界”认知的效果，于是由内

而起。

所以在电影院里面会发现，我

们不喜欢周边的人嗑瓜子、大声讲

话、打开手机拼命“刷屏”。这些声

音和光都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幕，包

括周边整个电影院的环境和音响所

带给我们的整体感受。

如果我在电影院，只要电影开

场，我会很自觉、很自然走到电影院

的入口帮工作人员把门帘拉好了，

不能让外面的光进去。

因为是“原教旨主义者”，我追

求这种完美。一定要让电影银幕和

电影院，包括整个环绕立体声的效

果都非常真切、完整地整合我们观

众的意识——让观众真正看到一部

电影。

如果没有电影院，这种电影效

果不存在，可以说所有导演、编剧、

演员、服化道、摄影、音效、灯光等等

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劳动就会被忽

视，这就是为什么强调电影院在整

个电影的生产过程中间有着意义不

容忽视的原因。

电影院不是单单为了收完钱可

以又给投资人去拍下一部影片。是

影院、影片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中存

在着一种心理学的因素，是这门独

特的艺术最彻底地阐释了人的内在

与外在的真正关系。

从意识角度
重新发现电影

（下）

■文 /赵 军

《坏教育》：

教育为什么会坏掉
■文/虞 晓

《热带雨》：

跨国背景下的女性焦虑
■文/雷晶晶

“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

赢”，小津安二郎话中的本意，是对东

方的艺术美学和人生哲学的推崇，在

此借用来形容电影《坏教育》的观后

感，是因为通过导演科瑞·芬莱的叙

事讲述，影片的原型事件——震惊美

国社会的罗斯林学区贪污案——不

仅银幕再现，学区督导弗兰克·塔松

毁誉参半的双面人生更引人思考，颇

有“余味”绵延。

教育题材影片向来“小众”却不

乏佳作，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死亡诗

社》、《放牛班的春天》、《蒙娜丽莎的

微笑》、《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

坞》、《老师好》等一批影片大放异彩，

它们站在“启蒙者”的立场，通过一个

又一个新旧教育理念冲突、对抗的故

事，富于感染力的讲述了“什么才是

好的教育”。《坏教育》的路数不同，它

没有那种必胜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

在对这桩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学区贪

污案的重述中，科瑞·芬莱描绘了一

个从学校视角折射的现实社会，讨论

着“教育为什么会坏掉”。

“坏”在影片中是弗兰克·塔松从

风度翩翩、备受爱戴的教育专家，到

判罪入狱、身败名裂的贪污案犯的变

化。这不只是个人社会身份的跌落，

也是一个“教育偶像”的坍塌，在《坏

教育》插入的新闻采访中，民众表示,

因此对美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失去了

信心。弗兰克·塔松案件并不复杂，

影片也并未聚焦在案件本身，而是在

看似琐碎的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日

常行为的积累中，去捕捉这个复杂、

立体的人物“坏掉”的动因。

短短十年时间，弗兰克·塔松领

导罗斯林中学，从寂寂无名发展到全

美排位第 4 的公立学校，个人的才华

与能力毋庸置疑。学校周围的房价

因此暴涨，地产商和学校的董事获利

丰厚，而他本人只能拿着普通教师的

薪酬。创造的财富与个人收入之间

的脱节，让弗兰克·塔松心理失衡，认

为贪污公款理所应当。

州政府的审计官员从未到校检

查账目，校董会的财务对账员形同虚

设，为弗兰克·塔松的犯罪打开了方

便之门，也撑大了他的胃口。金额数

百万美元的贪污案，起因只是快餐店

一次 20 美元的信用卡误刷，无人问责

的不劳而获，这种诱惑普通人难以抗

拒。担任校刊记者的中学生芮秋，为

报道学校新建的“天空步道”工程，仅

靠查阅公开账目就发现了贪腐的证

据，对美国社会监督管理机制的失灵

与缺席，是莫大的讽刺。

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的失灵与缺

席，其根源在于逐利的社会风气。副

手潘葛拉肯因为自己的嚣张愚蠢“东

窗事发”，弗兰克·塔松以丑闻会影响

学校预算金额为由，要挟校董会不得

公开和报警。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

塑造人的心灵，在一个利益高于正义

的社会环境中，它的可能性当然需要

质疑。正如校刊的主编警告芮秋的，

编校刊只是为了大学录取时一份好

看的履历，换句话说教育的结果，逃

不出“精致的个人主义”。

就在开除潘葛拉肯的那段镜头

中，风光无限的弗兰克·塔松暴露了

他的虚弱和可怜，在校董会成员的威

压之下，他用恶毒的言辞宣布了副手

的恶行和处罚的决定。失态而近乎

狰狞的神情暗示着，弗兰克·塔松批

判的其实是自己，是身为教育专家，

要带领罗斯林中学冲刺全美第一的

弗兰克·塔松，批判在贪欲和资本的

裹挟中无力自拔的自己。

唯利的社会和唯竞争的排名，让

弗兰克·塔松只能不断的“加速”，并

最 终 失 控 。 两 段 镜 头 让 人 印 象 深

刻。罪行败露的弗兰克·塔松终于脱

下了西装，逃到了与包养的小伴侣共

筑的爱巢，在酒吧两人共舞，永远高

雅得体，甚至在威胁芮秋时也不失风

度的弗兰克·塔松第一次露出了笨拙

与生硬，这个在“爱情”里脱掉伪装的

男人，那一刻有着让人心酸的可爱。

已经一身囚服的弗兰克·塔松在

监狱放风时，从电视里看到了“高考”

录取的新闻，他开始疾步快走，是要

逃避不堪的过去还是要继续梦幻里

的“加速”？影片的结尾是一段想象

的镜头，弗兰克·塔松带领罗斯林中

学夺得了全美排名第一，在山呼海啸

般的掌声中，镜头转到了他的特写。

我们细看那张哭笑难辨，扭曲变形的

面孔，这是弗兰克·塔松梦寐以求的

时刻，也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教育。

从当初胸怀大志的英文老师，到

屡创奇迹的学区监督，到最后的阶下

囚，科瑞·芬莱在影片中塑造了可怜、

可恨、可爱又可敬的弗兰克·塔松，他

成了这个教育制度中的成功者，也被

其所毁灭。

儒家曾有宏愿，“继往圣绝学，开

万世太平”，教育通过对以往经验的

习得而孕育出对未来的愿景，堪称人

类社会最重要的工程。教育出什么

样的人，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社会，教

育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对未

来社会的“气象预报”。从这个意义

上，《坏教育》描绘了一幅并不乐观的

现实图景。

教育为什么会坏掉？弗兰克·塔

松的故事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身为 90 后的科瑞·芬莱延续了前作

《良种动物》的杂糅风格，《坏教育》兼

有教育片的外壳、政治惊悚片的节奏

和犯罪片的内核，他用细致的心理刻

画和弱处理的戏剧冲突，诱导观众去

思考影像背后深层的暗流，探讨“坏

教育”背后的社会原因。

罗斯林高中远在纽约长岛，但发

生在罗斯林的故事中国观众并不陌

生，从价格飞升的“学区房价”、瞄准

升学率的竞争排位到望子成龙的父

母心态，无不似曾相识，同此凉热。

应该可以预期的是，科瑞·芬莱在《坏

教育》中提出的问题，也能在我们的

当下引发众多的回应与思考。

《热带雨》是新加坡导演陈哲艺

自《爸妈不在家》（2013）六年后创作

的又一部电影长片。与前作一样，

这部影片的剧本依然由陈哲艺自己

打磨完成，影片延用了家庭的主题、

相似的演员班底（杨雁雁、许家乐），

导演仍旧将目光投向华人家庭以及

跨国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遇。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

语电影涌现，拓展了华语电影的边

界。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概念，不光

触及语言层面，它更是一个广泛的、

跨国、跨区域的文化概念，其所包含

的主题涉及到华人身份与文化自觉

等多个层面。在东南亚华语电影的

版图上，陈哲艺无疑是青年一代最

有影响力的电影作者。《热带雨》节

奏平缓，镜头语言简洁精炼，叙事留

有伏笔，在导演的含蓄克制下，日常

生活的肌理被逐一呈现。

主人公阿玲来自马来西亚，在新

加坡一所中学担任华文课教师，与

丈夫 Andrew 结婚八年却迟迟无法孕

育子女，两人的婚姻充满裂痕。在

工作之余，阿玲还需要照顾生活不

能自理的公公。她挂念在马来西亚

的娘家人，但广播、电视报道中的马

来西亚总是动荡不安。阿玲所教的

华文课不仅受到学生怠慢，在学校

也被视作边缘。在重重困顿中，学

生伟伦成为阿玲压抑生活的一块

浮板。

影片以黑场出字幕的方式开启，

画外音是雷雨声、汽车驶过积水路

面的声音以及气象广播。接着画面

出现，摄影机被架设在车内的后排

座椅上，我们看不见驾驶者的脸，只

能透过前挡风玻璃看见汽车行驶在

暴雨中，雨刷器高频率地左右滑动

——雨先于主人公成为影片中第一

个登场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阿玲在雨中

的车里一次次将排卵针刺进发紫的

皮肤，新加坡国旗在雨中缓缓升起，

公公的离世伴随一场暴雨，阿玲与

伟伦的告别发生在太阳雨下……雨

在不同的场景中大量“显影”，成为

贯穿全片的重要意象。

影片也借由插曲直接点明了雨

与泪的同构关系——当阿玲得知先

前的人工受孕又一次宣告失败，她

忍不住失声痛哭，车中播放的正是

许冠杰的粤语歌曲《是雨是泪》（这

也宣告了阿玲的情感只能通过华语

世界的文化元素去抚慰）。

在《爸妈不在家》中，陈哲艺以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背景，塑

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社会环境，构

成人物内心动荡不安的外部来源。

《热带雨》同样确立了一个压抑的外

部 环 境 ，只 是 这 次 处 理 得 更 加 隐

晦。持续不断、潮湿氤氲的热带雨

被当作后景，定下了影片阴沉灰暗

的基调，同时也构成主人公阿玲内

心情绪的外在化显现。

影片中与阿玲生活密切相关的

有三位男性：情感淡薄的丈夫、失去

行动语言能力的公公、充满旺盛生

命力的学生伟伦。阿玲的丈夫在影

片的 12 分钟处才登场，而事实上他

在整部影片中常常是缺席的，他逃

避与阿玲的相处，情感上也早已发

生了背叛。维系阿玲夫妻关系的一

个很大原因来自阿玲的公公。尽管

公公只能发出气若游丝的哼声，但

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对阿玲的关

照。家中的字画、电视上的武侠片、

阿玲同公公讲的华语夹杂闽南语，

这些都说明了二人在文化身份上的

心意相通。阿玲对公公的照顾也像

是对她为母不得的心理补偿——公

公的整个状态就像还不足岁的婴儿

—— 阿 玲 的 梦 既 暗 示 了 公 公 的 往

生，也印证了她在无意识中已经将

公公与婴儿等同。

对华文、武术感兴趣的伟伦填补

了阿玲生命中的欠缺，伟伦成为阿

玲丈夫、孩子的替代；同时阿玲也成

为伟伦的匮乏之欲望：爱人/母亲。

但这种俄狄浦斯式的情感是混沌

的，青春期的伟伦无法辨识，阿玲也

无法从容应对，她也许只想让其停

留在批改作业时的偶然失神，或是

扶起握着冰袋的手的须臾。因此当

禁忌仓促发生后，在儒家伦理“目

光”的审视下（压在两人手上印有

“礼义廉耻”的文件夹），阿玲果决地

斩断了两人的关系，重新回到伦理

道德的秩序之中。

实际上，影片中最温馨的场面出

现在阿玲、公公、伟伦三人在一起的

时刻：一次是伟伦补习过后，三人在

阿玲家中围桌吃饭；另一次是阿玲

推公公去为伟伦的长拳比赛加油，

在伟伦得到金牌后，三人一起去街

边的榴莲摊庆祝。伟伦以充沛的生

命力重新激活了公公和阿玲的灰暗

生活，而伟伦也享受到了久违的家

庭时光，阿玲讲授华文、伟伦练习中

华传统武术、公公热爱胡金铨的武

侠片，这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由

于文化和情感上的纽带被串联起

来，在一起的时刻达成了结构性的

平衡，更像一个真正完整的家庭。

家庭问题是新加坡电影热衷于

讨论的主题，除了陈哲艺之外，梁智

强、邱金海、巫俊锋等新加坡华裔导

演都拍过多部关于家庭的影片。家

庭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其是社会

问题的微观折射。新加坡在 1965 年

独立之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尤其

进入到 1980 年代，整个国家经历了

高速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经济

和社会发展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

而现代性的另一个成果则是齐美尔

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冷漠

化。对于新加坡的华人来说，其中

最为焦虑的当属西方价值观对传统

华 人 文 化 及 家 庭 制 度 的 冲 击 与

颠覆。

在《热带雨》中，除了家庭面临

解体外，华文在新加坡的日益边缘

化也是影片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影片中人物的日常对话使用了华

语、英语、闽南语、马来语等语言，其

中华语加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

组合最为常见，语码转换基本上成

为了新加坡华语电影的一个特征

（也包括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新加

坡的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 70%以

上 ，但 华 语 的 使 用 人 数 却 越 来 越

少。作为英联邦成员，新加坡青少

年从小接受英语教育，英校日益占

据了整个国家教育的绝大多数比

重。在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

气氛下，英语能够更利于融入全球

经济、促成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

此，要服务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

传统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在阿玲所

在的中学，校长和其他老师都讲英

文，阿玲的华文课可以随时被数学

课取代，学校的教学评估中也不会

被提到，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排挤。

面对华文所遭遇的创伤，阿玲在公

共空间始终坚持讲华语，无论对方

说什么语言，阿玲几乎都以华语回

答，这是阿玲作为华人移民对华语

文化的乡愁，也是她在“第三空间”

下所进行的温和的文化抵抗。

陈哲艺影片中的核心女性角色

都在地理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远离

中 心（新 加 坡），泰 莉（《爸 妈 不 在

家》）是菲律宾女佣，阿玲是马来西

亚人，她们最终的结局都是折返故

乡。在《热带雨》最后的三分钟里，

已有身孕的阿玲回到名曰“太平”的

马来西亚家乡。这里阳光普照，与

阴沉多雨的新加坡形成强烈对比。

阿玲和母亲一起将被子用力拧干，

也是将她的过去、她的雨与泪、她经

历的异质性文化一起从生命中挤压

出去。当望向晴朗的天空时，阿玲

终于绽放出笑容，这也在隐喻层面

暗示双重传承（孩子/华文）的可能。

陈哲艺曾经是金马电影学院的

学员，受到台湾电影的强烈影响，他

的电影也常常被认为与杨德昌、李

安（早期）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热

带雨》中一场铜管乐团的戏就是致

敬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

小四向小明在乐团前吐露真心的段

落）。因为同样是讲述中年人在婚

姻和工作中面临的双重危机，阿玲

也会让我想起杨德昌《恐怖分子》里

的李立中。但两部影片的人物走向

了彻底相反的方向。不同于杨德昌

的锋利冷峻，陈哲艺的结局完全是

东方思维下的产物。《热带雨》中阿

玲的公公最常看的电影是胡金铨的

《侠 女》，英 文 名 叫 作 A Touch of

Zen，直译过来为“一缕禅机”。导演

应该是有意要进行互文，让《热带

雨》也透着禅意：公公虽然不动不

语，但他常以一字禅（“帮”、“笑”）开

示，帮助伟伦、阿玲走出困境。因此

阿玲最后的选择也倾向于禅宗的

“放下”，阳光普照的太平故里为阿

玲提供了一个明媚的、开放性的结

尾 ，也 指 明 了 由“ 放 下 ”到 新 生 的

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