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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 夏

《赤狐书生》的改编：从小说到影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一秒钟》的
“反英雄”风格

■文 /赵 军

“反英雄”原是好莱坞电影的

概念，顾名思义它是与英雄主义的

信念逆反的。

《一秒钟》很有意思地安排了

张译去看一部《英雄儿女》，影片的

表面理由是《英雄儿女》放映前面

接上了《22 号新闻简报》。张译真

正的目的是为了看《22 号新闻简

报》。

难道张艺谋在《22 号新闻简

报》的剧情设计中安排了《英雄儿

女》是随手拈来的吗？当然不是，

这是影片最刻意的一种设计。

很容易明白的是，《英雄儿女》

是一部抗美援朝的故事片，在英雄

牺牲的连天战火里，它包裹着一个

父亲与女儿十八相认的亲情故事。

这就太容易解释《一秒钟》里

张译为什么要看《22号新闻简报》，

而刚好分场部电影院放映员范电

影当晚放映接的就是《英雄儿女》

了。

这是一次需要更上一层楼去

理解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设计。

逃犯张译和所有的观众一如既往

地理解《英雄儿女》中王芳与王政

委的感情，一如既往地被这个发生

在战场上的父女亲情故事所打动。

但是，在张艺谋和编剧邹静之

的精心设计下，《一秒钟》与《英雄

儿女》的人物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

的错位。其错位有三。

其一，王芳与王文清得以父女

相逢。王文清当年与小王芳分开

的时候，小王芳只有一两岁，他们

骨肉分离十八载，以致王芳认不出

自己的生身父亲，如果不是养父王

复标当面点醒，王芳不会知道眼前

的王政委就是“王东叔叔”！

但是，张译和女儿没有这层

“生离”的漫长，有的是难以置信的

“死别”。他已经知道再也不能够，

再也不会有念想，有朝一日与亲生

女儿重逢。

在这里还可以想想，这部影片

《英雄儿女》改编自作家巴金的小

说《团圆》。这两个字还不能直戳

观众心窝吗！至少影片已经让我

们的主人公亲睹《英雄儿女》而引

发人生莫大的哀伤。

《英雄儿女》是讴歌英雄主义

的影片，毋容置疑《一秒钟》的安排

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英雄主义”成

为了张译、范电影和刘闺女悲剧故

事的背景，起着冷讽的效果。这是

时代的荒谬，不是影片，不管是《英

雄儿女》或者《一秒钟》的荒谬。

其二，《英雄儿女》的故事发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而“张译们”的

故事发生在和平年代。战火纷飞

的战场上亲人反而得以相认，为什

么和平年代，亲人的下场就是骨肉

分离？

在战争年代人们的感情反而

是神圣、崇高而感动人的，和平年

代人们的感情则已经变成被侮辱、

被损害而可悲的。究其根由就是

张译被无端地打成了“坏分子”，范

电影因为儿子的不幸而日甚一日

苟且偷生，刘闺女成了无依无靠的

孤儿。

在《英雄儿女》里。老工人是

高尚的，老革命是光荣的，王成更

是时代的英雄，王芳就是根正苗红

的接班人。

当然影片没有宣扬血统论，没

有声称离开了血与火的斗争生活

就一定会堕入凡尘。但是在《一秒

钟》里安排了《英雄儿女》主人公们

的人设之后，已经反衬出《一秒钟》

里主人公们人设的何等悲哀。

张译、范电影们很难想象，他

们为什么就不是，就不能是《英雄

儿女》里的那样的人！如果说“其

一”中的错位是命运归宿的错位，

这里的错位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

错位，即实际上这些普通的百姓如

张译、范电影、刘闺女等是不配有

《英雄儿女》中的人格和尊严的。

《英雄儿女》只能再一次戳到

了他们内心的阴影深处。精神世

界的不平等比命运归宿的不公平

更加凸显世界的恐怖。

其三，因为其一、其二的故事

及人物命运，使得两部重叠在一起

的电影带给我们非常错位的感

受。我们在看《一秒钟》的时候其

实在看《英雄儿女》，而我们在看

《英雄儿女》的时候，其实在看《一

秒钟》！

张艺谋的这个设计非常深刻

而黑色幽默。

说到这里，“反英雄”这种评价

应该不仅是脱颖而出，已经，简直，

直接，就是构思当中最尖锐的揭

示，它们是互衬的，或者是反衬的：

一部电影的故事作为宣传，一个现

实的故事正在发生；一种高贵的人

设覆盖了平凡的世界，而另一种悲

剧的人设对着高贵者瞠目结舌。

一个时代已经死去，但是它的

灵魂在后续着的没有灵魂的人们

当中全部附体。

现在，当着影城的大幕上上映

着《一秒钟》的时候，不知道在看着

这部深沉、荒诞的《一秒钟》，并且

透过它还依旧看到《英雄儿女》的

我们，是否明白这是一种何等冷酷

的哲学。

观众究竟是在接受《一秒钟》

的启迪，还是同时演绎着另一种

《一秒钟》！

《一秒钟》里的观众如同入魔

般地在《英雄儿女》的片段中被洗

礼，今天我们又是如何在《一秒钟》

中被两部影片轮番转换频道地折

磨无法言喻的神经。

我望着观众厅中零零落落的

观众，有点幸运，这种片中片的精

神梭巡，不要折磨太多早已没有思

想和信仰的当代人吧。

张艺谋把观众带入到了一种

集体反英雄的行为艺术中——我

们都是反英雄。

制造出这种独特而绝思的电

影意境来源于一种怎样的思维？

我用的是“制造”，不是“创造”，因

为《一秒钟》也许真的就是某一种

现实的还原，所以并非创造。

电影还原了什么样的文化，还

原了什么样的人们，什么样的昨日

与历史？

在佛教中有一句话叫“本自具

足”。本自具足说的就是人有自

性，人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处世，

只知道追逐色相与缥缈，是因为丢

掉了或者说被世尘遮盖了身上的

自性。

我们反其道而用之，本自具足

就是人本来如此，干净是如此，肮

脏是如此，纯粹是如此，龌龊也是

如此。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每一

个人也都能成魔。

中间状态就更多了，每一个人

都可以混沌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悲

剧是我，喜剧也是我；英雄是我，反

英雄也是我。所以电影一旦纯粹，

就是人生的还原，就是人性的本自

具足。

《一秒钟》里，看《英雄儿女》的

是我们，成为《一秒钟》外看电影的

也是我们。电影里外原是没有区

别的。你就是《一秒钟》里那个观

众，保不准你就是范电影或者保卫

科人员。

追溯张艺谋如何就能够拍出

《一秒钟》，从某种意义说，他的周

围不知道有多少张九声，有多少范

电影和刘闺女。也包括他自己。

这部中国版《天堂电影院》在

人性和社会性的镜头中，读得到托

纳多雷远不曾思索到的东西。若

说天堂与人间有云泥之别，《一秒

钟》和《坛经》就会一秒钟合着说，

其实都没有区别。

最没有区别的地方我告诉你，

那就是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

有一个摇着铃指挥剪去爱情片段

的神父，而指挥导演剪去一部部电

影要害片段的“神父”在这里。

巧的是《一秒钟》里范电影也

下了剪刀，给张九声剪下一格《22

号新闻简报》上他的女儿的胶片，

一格。

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版

《天堂电影院》与意大利原版没有

区别，致死相信必有区别，张艺谋

也想好了——那就是在《天堂电影

院》里，那些被命令剪下的爱情的

胶片，老放映员临终都托付给了孩

子。

在《一秒钟》里胶片就没有这

样幸运了，被范电影剪下留给张九

声的那一格女儿的胶片只能被无

情的大漠风沙送进了岁月的坟场

中。

老实讲，对本片的极大兴趣来

源于对于“男狐”的设定，我们在影

视剧中见惯了妩媚灵动的女狐妖，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还定格在 12 年

前《画 皮》中 周 迅 饰 演 的 白 狐 小

唯。青春偶像组成 CP 演绎的奇幻

喜剧、还有友情和爱情，怎么说都

卖相可佳。可是观后未免失望，因

为那些打斗、笑梗、相互牺牲的戏

码 都 太 过 熟 悉 ，反 而 失 去 了 新 鲜

感。

2005 年，网名“可爱多的粉丝”

创作的处女作《春江花月夜》在天

涯文学、晋江文学城等网站一经推

出，就引发了轰动效应，网评其“创

造了浪漫与悬疑并存的古典新美

学”。而整部电影的改编却把原著

中的故事和立意简单化、世俗化、

直白化了。

先说人物。小说一直是以书生

王子进的视点来描画这个风流倜

傥、超凡脱俗的白狐，绯绡一直是

被仰视的狐仙，孤傲超然、狡黠机

敏、法力无变却超爱吃鸡，刚开始

还因容貌绝美被王子进误会为美

女。而凡人王子进并无太多过人

之处，呆萌、花痴、胸无大志但心地

善良、多情善感。小说是带着“过

去你曾负我一路，现在我将佑护你

一生”的报恩思想使白狐降临在王

子 进 身 边 ，二 人 之 间 并 无 尖 锐 矛

盾，白狐也游离于世俗世界之外，

只爱享乐，潇洒不羁。整本故事内

容就是王子进和白狐一路打怪的

“捉妖记”，本来作者多多设计的是

女狐，但是联想到女人在古代行动

多有不便才改为男狐，况且男狐也

带来一种雌雄莫辨的中性之美，高

反差的双男主出生入死、降妖除魔

看得人惊心动魄。电影中，王子进

并无太大改动，只是把他进一步提

纯，将好色之本性降到最低。而对

白狐绯绡却是颠覆性的重塑，不仅

换颜为赤狐，而且为了增加男主的

行动力，一开始便赋予他明确的任

务——取丹升仙，以此建立狐族与

人类的内在戏剧冲突，高冷之气和

神秘之感被削减，反而添加了喜剧

感和烟火气，狐妖的气质也为之一

变，绯绡是出世的，白十三则是入

世的。为了建立人物弧光，白十三

一出场是个低等的一尾狐，有上进

的功利心和目的性，最终目标要升

级为九尾狐仙，更接近人类的世俗

气；而绯绡一出场就带着飘逸的仙

气，不为俗物所牵绊。这种气场的

极大转变，使小说粉心目中的“白

月光”绯绡打了折扣。

再说情节。故事主要取材于前

三章《少年游》、《黄粱梦》和《伤花

逝》，把妖封到画中的奇景则来源

于《无妖城》，鸿福客栈中的蜘蛛精

化为苦海书院中的青蛙精，牡丹园

的沉星化为英莲，罗宗之化为道然

兄。总体分为三段式：相识-相交-

相杀。具体又划分为进京赶考初

相识、苦海书院傀儡战、牡丹园中

遇红颜、考场大战厉鬼、牡丹园中

诉 衷 肠 、赤 狐 大 战 黑 狐 等 主 要 情

节。大反派黑狐是新设的人物，从

开始的搞笑到最后的腹黑反转都

在明处，这个终极大 Boss 显然要弱

很多。新设的映无邪也没有起太

大 作 用 ，只 顾 得 和 白 十 三 耍 贫 斗

嘴。最致命的是王子进和英莲的

爱情、和白十三的友情从开始被算

计到最后甘愿牺牲几乎毫无铺垫，

致使王子进像个牵线木偶，该表白

时表白，该献命时献命，完全不见

其任何心理挣扎，着实尴尬突兀。

电影改编的最大缺憾就是把“惊险

悬疑”和“逻辑推理”这两个引人入

胜的强元素去掉了，这一点输给了

“狄仁杰探案”系列和《妖猫传》。

小说中的白狐有高超的神探之资，

解谜成为叙事核心，而王子进就像

带我们进入这个谜题的领路人，在

一次次探案历险之中，绯绡和王子

进的友情也渐趋深厚，一切都是自

然而然的发生、发展、结束。

当然，我能理解，在短短两个小

时之内将小说中的精彩故事个个

演绎是不可能的，只能取其精华改

编浓缩，但是将叙事时间浪费在老

套的搞笑和深情的表白之上着实

是可惜了。可惜的还有英莲这个

莲 华 精 ，影 片 中 的 她 飞 天 惊 艳 出

场，满足了观众的视觉感官，但与

多年前《倩女幽魂》中王祖贤扮演

的聂小倩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

中杨颖扮演的花魁并无太大区别，

打斗中从莲华精变为树妖也有点

莫名其妙。而反观小说中的沉星，

表面是明艳不可方物的花魁，其实

谜底揭开，沉星原名小星，生前本

是牡丹园柴房的丫鬟，一个平庸姿

色的女子，这前后的反差增加了人

物的深度。

影片最精彩的华章莫过于考场

上大战厉鬼，寻找道然兄成为影片

隐藏的一条辅线，屡考不中的道然

兄自杀身亡，怨魂不散化为厉鬼大

闹考场，令人脊背发凉。这一段完

全保留了小说中的叙事观点，只是

把罗宗之置换为道然兄，产生了范

进中举式的深刻讽刺意味，对害人

不浅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

反思。小说中，无论男性对功名的

渴望，还是女性对美貌的欲求都触

及了人物心底的秘密。

更令人感慨的是，原小说散发

的宿命般的悲剧感在电影版中荡

然无存。2005 版小说结尾，王子进

娶了和绯绡长相一模一样的柳儿，

过起了平凡的常人生活，却对绯绡

念念不忘。五年之后，面对依然是

翩翩美少年的绯绡，为人夫父的王

子进悲从中来。“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次，绯绡为救王子进被打回原

形，王子进却被绯绡抹去了记忆。

细品下来，王子进对绯绡的仰慕和

思念与其说是超越生死的人狐友

情，不如说是对理想自我的想象和

迷恋，他始终怀念的是与绯绡一起

探寻鬼怪世界的快意人生，而只有

被抹去记忆，他才能真正安享当下

庸 常 的 世 俗 生 活 。 难 怪 作 者 说 ：

“最幸福的王子进，却是整本书中

最悲剧的人物。”这种爱而不得才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最后的生离死

别才显得凄美异常。可以说电影

版《赤狐书生》没有采原小说之精

髓，反而化纵深叙事为平面叙事，

整个故事都浮于浅表层，前半段嬉

皮搞笑，后半段强行煽情，人物没

有成为自己的主人，缺乏生命力，

影片也成为一味倚重特效奇观的

流俗之作。

当然，如果用小说来对比电影

之异同未免苛责，毕竟电影重新创

造了一只与白狐不同的赤狐，笔者

也非常理解影片的初衷是好意，加

重喜剧感，是希冀给观众带来更多

欢乐和感动。只是可惜了，银幕首

秀凑齐了生旦净末丑，花花世界匆

匆 走 一 通 ，却 没 有 留 下 任 何“ 余

味”。在我看来，《春江花月夜》更

像是一部少年狐妖版的《西游记》，

一部奇幻历险的公路片，极富魅力

和 华 彩 ，更 适 合 开 发 为 系 列 IP 电

影 或 者 长 篇 连 续 剧 。 就 像《捉 妖

记》中的胡巴，本可以在后续系列

继续成长的小妖王，却在第二部折

了腰，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萌宠

之物。这一次，也可惜了男狐妖，

本可以在电影中大放异彩的绯绡，

却成了背负取丹升仙使命的凡夫

俗子。

《一秒钟》：以轻击重还是避重就轻？
■文/王笑楠

删繁就简，以轻击重

作为“第五代”领军人物的导演张

艺谋，年愈古稀仍一直保持着创作和

创新的热情。最近的两部商业巨制

《长城》和《影》在扩充张氏奇观宇宙的

同时也进行着不同层面的探索，一部

是中外合拍的中方立场搭建，一部是

东方美学风格的试验性突破。无论结

果成功与否，除了张艺谋，鲜有人能

做到。

而新近上映的《一秒钟》，放弃了

商业大片立足“简单”，纪实风格的影

像，几乎看不到任何奇观。导演说这

是他给自己做的一个纪念，历经繁华

的国际级大导，洗净铅华后重返质朴

与凝练。

电影故事简单，一个逃走的劳改

犯千里迢迢去看电影里女儿的影像，

屡次三番被一个偷胶片做灯罩的小女

孩阻挠，最后在电影放映员和群众的

帮助下终于看成了。核心情节发生的

时间也就一天一夜。

人物简单，只有三个主要人物

——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人物

关系上，失女的张九声和无父的刘闺

女从不打不相识到相互慰藉，范电影

实际上也是用对电影胶片（放映员岗

位）的满腔热情填补儿子遭遇不幸的

伤痛和空虚。人简单，情感也纯粹，同

是失去了生命中重要部分的沦落人，

无论自己怎样身陷囹圄，也要尽力彼

此成全。

线索简单，核心道具就是一盘电

影胶片。张九声越狱出逃、一路狂奔，

就是为了让载有他女儿一秒钟影像的

胶卷能够顺利播放。刘闺女则是千方

百计想要偷到胶卷做好灯罩让弟弟免

受人欺负。范电影更是为了保住自己

的饭碗，使出看家本领，抢救胶片和

“大循环”两场戏，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奇观场面了，当然还有最后人性灵光

乍现的一瞬，和随之而来被黄沙吞噬

的黯然结局。

场景简单，室内戏主要集中在影

院，室外戏则是一览无余的荒漠。室

内又分为幕前和幕后，幕后是修电影，

幕前就是看电影；室外则是追电影找

电影。故事发生地“二分场”是一个在

沙漠边缘的小村落，片中人物一出门

就跑上了沙丘。画面中大比例的黄色

沙漠和被挤压的渺小人物，唤起了人

们在《黄土地》中对张氏摄影风格的深

刻记忆。

做减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艺

谋早已是一名面向主流观众的商业片

导演，但在他的电影谱系中，这显然不

是一部商业片。用导演自己的话说，

影片缺乏商业性，离“90 后”、“00 后”

这些年轻人比较远。张艺谋是一位始

终面向观众、拥抱新技术、与时俱进的

创新型导演。他固然有自己的艺术情

怀，但又不会陷在自我表达的漩涡里，

他的电影要给观众看，要给年轻人看。

他给观众看的是什么呢？第一重

是对逝去的胶片电影的缅怀，第二重

是那个时代人们朴素而浓烈的情感，

这是大肆宣扬的。还有一重，尽管导

演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回避，是极端环

境中的人性善恶，和时代洪流裹挟下

人物的悲剧命运。

正是这一重，才最能体现一位从

事电影事业数十载的老电影人的初

心。他拥有一切资源条件炫技、试水、

玩概念，但他选择了返璞归真，用最简

单、最传统、最没有噱头的方式，直面

最沉重、最深层、最不该被遗忘的

历史。

从小人物的一天切入，却能看出

几代人的悲剧一生。时代的一粒沙，

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在那个

黄沙漫天的年代，有几人能够逃脱被

淘渌被压垮被淹没的命运。

对导演个人来说，他收放自如，守

住了初心。年过七旬的张艺谋导演，

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尴尬错位，避重就轻

然而，这样一部电影我们寄予多

少期待，或许就会有多少遗憾。对于

了解电影和历史较深的观众来说，解

释和宽容都难以抹去电影叙事的漏

洞、表演的无力和意图的混杂带来的

观影尴尬。

《一秒钟》的做法与《归来》有相似

之处，用小切口反映大灾难，把时代的

伤痛化成个人苦难，结果无论是对人

物还是对故事都进行了“降维打击”。

张九声近乎偏执的一路狂奔只为看一

眼女儿影像，我们看到的是溢出屏幕

的演技，却很难产生共情。刘闺女一

路使绊想要抢夺胶片的动机和张九声

克服千难万险想要看电影的动机，没

有相互作用着让情绪积累等待爆发，

而是一直彼此消解让悲剧意识丧失于

无形。

刘闺女的扮演者身上完全没有那

种时代感，特别是放在《英雄儿女》和

《22号新闻简报》面前，她就好像坐在

自己身边一同观影的一位小观众，那

种距离和隔膜让人很难入戏。她的眼

神过于清亮和坚定，语气也摆不脱时

尚影视剧中年轻人的嗲声嗲气。饰演

其弟弟的小演员似乎小小年纪就有了

偶像包袱，哭戏都注意表情管理。所

以，影片原本想要搭建的以新闺女填

补丧女之痛的程式，变得不再令人

信服。

好的演员要彼此成全，范电影和

张九声用了一种打落了牙齿也要往肚

里吞的苦楚完成了心底秘密的交换。

而刘闺女跳上椅子看似说破真相的大

吼，引来的不是张九声的暴怒，而是观

众心中莫名其妙的错愕，她对张九声

因为弟弟受到威胁而产生的恨意，看

上去更像是撒娇乃至撒泼，张九声此

时再怎么心碎愤懑无奈都不重要了，

观众已经从最关键的点上被甩出

画外。

除了错位的表演，导演的意图和

观众的期待之间也出现了某种错位。

在导演的个人阐述和影片宣传营销

中，有两个方面的侧重，一个是电影和

胶片，一个是朴素情感，打的都是怀旧

牌，在观众一方，既认定导演有着不言

自明的情怀和担当，又有《归来》等珠

玉在前，于是有意无意地会加倍期

待。这种错位带来了失落，究其原因，

或者可以说是在个人经历与历史记

忆、艺术风格与主题表达之间出现的

融合失败。一方面是给电影和胶片款

款深情的情书，一方面是对历史和人

性直击心灵的拷问。两者结合得好可

以使情感更加深沉、层次更加丰富，但

如今，怀旧的温情消融了反思的冷峻，

出现的是突兀、费解，乃至尴尬满怀。

张艺谋导演用“电影是遗憾的艺

术”来进行解释。作为观众的我们只

能遗憾着导演的遗憾，同时又珍惜着

遗憾的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