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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展翎

电影表现手法的风格化衍变，总是

与当代艺术潮流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

是与文学、绘画和戏剧有着微妙而深远

的牵连，而电影多维度、纵深化的时空表

现力，往往又将艺术风格的呈现推到更

为极致的层面。表现主义最早来自于20

世纪初期的欧洲绘画流派，作品用夸张

荒诞甚至是扭曲的线条和造型表现特殊

的人物精神世界，这样的作品使人暂时

抽离于生活表象之外，让观者能更直面

艺术家所要表达的精神意象，而其与现

实生活所形成的间离感，则赋予作品一

种强化情绪与情感的审美张力。

表现主义发轫于绘画，并深刻影响

到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从中世纪的

哥特艺术到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日耳

曼民族一直对抽象艺术颇有偏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主义电影开始

兴起于战后社会环境低迷的德国，形成

了“德国表现主义”的电影流派。最主要

的代表就是导演弗里茨·朗，他也是公认

的世界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

一，他拍摄的《大都会》、《切腹》（1919年

拍摄，改编自普契尼经典歌剧《蝴蝶夫

人》，并非1962年小林正树导演拍摄的同

名影片）《M》等影片都是表现主义电影

的杰作；另一位代表人物罗伯特·维内则

拍摄了表现主义电影的经典影片《卡里

加里博士》，至今仍是无法超越的不朽之

作。表现主义风格电影虽然起源、兴盛

于20世纪二十年代的默片时代，但其对

电影艺术创作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根

本上改变了电影诞生之初“纪实性质”遵

循日常生活常态的创作范式，从呈现生

活表象走向了探寻人类心理救赎，并形

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表现方式。对当时正

从默片转向有声的电影来说，表现主义

开辟了其另一维广阔的美学创作空间

——从此，电影的艺术形态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开始有了视听语言上的夸张、隐

喻、象征等艺术修辞手法，对当时欧洲电

影发展以及后来好莱坞电影的类型形

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希区柯

克、奥森·威尔森等导演的艺术风格都深

受表现主义电影的影响。

作为本土化的喜剧品牌，开心麻花

的影片一般都脱胎于相对成熟的舞台

剧，尽管制作方出于对影片市场的妥协

和文化本土性的考量，减弱了某些批判

和反思的力度，但其夸张荒诞的艺术形

态和隐喻讽刺的艺术功能，整体仍然带

有比较明显的表现主义风格。表现主义

的诞生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尼

采的唯意志论等哲学理论息息相关，因

此它往往是高度概括和抽离的，它并不

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呈现，而是希望能

够直观地探寻到事物的本质，尤其是人

物的社会心理。在迄今为止开心麻花制

作且公映的影片中，《驴得水》仍然是最

具艺术深刻性的作品，其对人性的反思

和批判以及对集体社会心理的刻画可谓

入木三分。

2020年终岁末，以开心麻花原班底

为主创的《温暖的抱抱》上映，开门见山地

说，这是一部缺点和优点都很明显的影

片：功力不足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叙事和人

物塑造上，逻辑跳脱的剧情、扁平单一的

人物，把喜剧包袱简单地等同于低俗化的

“生理梗”等等。但作为导演处女作，值得

肯定的地方是创作者在两个层面做了难

得的努力和探索：一是在电影艺术创作形

态上追求表现主义电影风格化的样态，二

是对特殊人群的心灵困境给予了观照和

关怀。就如很多人一辈子爱的都是“同一

个人”一样，很多导演终其一生也都在拍

“同一部影片”：伯格曼拍的是“死亡”、希

区柯克拍的是“恐惧”、特吕弗拍的是“反

秩序”、张艺谋拍的是“执著”、李安拍的是

“纠结”……如果把一个导演的创作看做

人的一生，那处女作就像它的童年，童年

对人一生的影响毋庸赘言；而一个导演创

作“生命”中的母题，也往往在他创作“童

年”的时候就奠定了，所以对一位新导演

处女作的关注和中肯评判往往是具有特

殊价值和深远意义的。

叙事：视觉元素充分参与

与原作《计划男》依然在现实主义的

创作范畴内不同，改编于它的《温暖的抱

抱》明显受表现主义风格的影响，色彩、

造型、构图都成为叙事的重要载体。作

为第一次执导筒的导演，常远对艺术创

作思路转变的魄力，是非常值得鼓励和

肯定的。色彩是电影画面中一种重要的

视觉元素，也往往能代表人物的潜意识

领域，在情节叙事、交代环境、强化情感

和情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片中

几个主要人物都有其相对应的专属色

彩：男主角鲍抱是偏浅灰的白色、女主角

宋温暖是亮丽的黄色、沈腾饰演的贾医

生是代表希望的绿色、乔杉饰演的王为

仁是偏黯淡的蓝色，色彩的设定就基本

对应了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而人物

内心的变化也以色彩作为切入点，在遇

到宋温暖之前，生活环境是黑白灰的严

峻冷色调，画面构图规整对称，服装的色

彩单调而枯燥；而从“彩虹跑”的情节开

始，随着纯白的衣服上增添了彩虹的斑

斓色彩，鲍抱的性格当中也出现了改变

和调整，这种利用色彩呈现人物变化的

方式，既充满象征意味又很直观。

除了色彩之外，大量的细节也被用

来推进叙事和塑造人物。例如堪称经典

的情节是鲍抱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包饺子

的段落，原本应该充满烟火气的温馨生

活桥段，却因为完全被数字量化而变得

了然无趣，父母性格的与众不同以及鲍

抱童年的成长环境跃然银幕。影片整体

对人物的塑造上，将绝大部分的笔墨落

到了男主角鲍抱身上，使用了很多的细

节和小道具来表现他的刻板和洁癖：一

直戴在手腕上的计时手表、按颜色排列

的手机 APP、睡觉时带的浴帽以及永远

卡点的计划（甚至连自杀都必须要准时）

等等。而红白两色的拥抱玩偶和同一面

向排列的啤酒瓶等小道具，则成为象征

鲍抱和宋温暖感情转变和发展的载体。

影片的核心情节其实非常常规，甚

至可以称得上俗套，误会与巧合成为剧

情主要的推动元素，尽管在逻辑上可以

接受，但对观众而言却难免显得乏味，也

使得剧情的内在张力不足。因此，影片

在叙事的整体方向上呈现出视觉化的特

点，但却缺少了文学性支撑，使得很多情

节的推进显得仓促、人物的塑造显得单

薄，甚至连女主角也不例外——作为鲍

抱性格变化和生命转折的催化剂，宋温

暖这个人物的前史铺垫不够充分，情感

力度有些欠缺。从剧作的文学性和人物

的丰满程度来说，相对完整的人物是男

主角鲍抱，对其童年经历和创伤的再现，

延伸了人物的情感链条，强化了观众对

角色的共情，而多年后父母的信也成为

了鲍抱的情感救赎。影片在对喜剧情节

和喜剧包袱的设置上，延续了开心麻花

式的喜剧节奏，对观众而言会有比较轻

松的观影“笑”果，但把喜剧包袱简单地

等同于低俗的“生理梗”，却难免拉低了

影片的艺术格调和质感。

制作：视听语言风格化

除了色彩和造型参与叙事之外，《温

暖的抱抱》在视听语言的技法方面也做

了很多风格化的处理，分屏镜头、配合音

乐节奏的跳切、对称构图和对位构图

……这些技法的使用，强化渲染了场景

的整体氛围，更好地将观众的情绪和情

感融入角色的精神世界。影片中很多画

面的风格和技法的使用，都有好莱坞“鬼

才”导演韦斯·安德森的影子，这位曾经

拍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布达佩斯大

饭店》等极具风格化作品的导演，可以说

是一位高饱和度色彩和完美对称构图的

狂热爱好者，他总是喜欢将摄影机位设

置在银幕的中线上，就连背景中的建筑

和摆设也都要左右对称的平衡构图，同

时大量使用艳丽的高饱和度色彩来烘托

情绪和人物古灵精怪的心理世界。

《温暖的抱抱》中展现鲍抱家环境的

镜头呈现中就多为对称构图和灰白色调，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鲍抱坐在自家阳

台上的一幕，对称构图和缓缓的平行推拉

镜头，让他的背影显得愈加孤独寂寥……

而他对面的万家灯火，则很容易让人想到

是在对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后窗》致

敬。与鲍抱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宋温暖

的居住环境，色彩明亮而绚丽缤纷、物件

零乱散落，更像一个童话世界；而一个跟

随人物主观视角的长镜头，则立体地呈现

了她所居住的大杂院里面沸腾的烟火气，

就像为鲍抱灰暗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温暖

的大门。沈腾饰演的贾医生所处的环境

则主体是绿色，尤其是住着患者的大花

园，大全景的横摇镜头使得整个花园更像

一个充满治愈力量的绿色乌托邦。而乔

杉饰演的反面人物王为仁，则整体以带有

些许压抑感的蓝色为主色调，加上稍有变

形的近拍广角镜头，使人物的呈现扭曲而

有罪恶感。

音乐作为影片中男女主角之间的连

结纽带，是很重要的一个创作元素。影

片配乐除了渲染气氛和带动节奏之外，

整段带有情节性的音乐歌曲的加入，也

使音乐承担了叙事功能，让整部影片带

有了音乐剧的样貌。

表演：整体仍有提升空间

开心麻花出来的演员基本都是经过

了成百上千场舞台剧历练的成熟演员，

但也很容易因为经验丰富而走入表演的

模式化。作为影片的绝对主角，可以看

出既是导演又是主演的常远在努力打破

自身已有的表演桎梏，用新的状态来塑

造鲍抱这个人物。对这个角色他应该是

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和思考，从鲍抱的妆

发、神态到形体语言，都在努力地靠近人

物性格。齐额的刘海、低垂的眼睑，拘谨

的动作、克制的情绪，常远对一位有着强

迫症和童年创伤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应该

说是下了功夫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功

夫”更多地停留在了人物的表层，并未深

入人物的情感肌理，使得角色更像一个

扁平的符号，缺少了情感张力。同样的

问题也出现在李沁（饰演宋温暖）、沈腾

（饰演贾医生）和乔杉（饰演王为仁）身

上，整部影片的表演风格呈现出一种漂

浮感，而缺少使观众沉浸其中的情感力

量，尽管整体而言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剧作和导演对表演风格的掌控，但却

也和演员自身对表演观念的不同理解有

一定的关联。李沁的表演就有信念感不

足的问题，而沈腾则似乎跳进了模式化

的表演窠臼难以自拔，乔杉的角色因为

剧本“先天不足”的原因人物层次非常单

一……相比之下，只有寥寥数场戏的马

丽和田雨则令人印象深刻，极具辨识度；

其实他们的角色在剧本设定中并没有太

大的发挥空间，但一出场就令观众眼前

一亮，演员的个人魅力和对角色的强大

信念，帮助他们赋予了人物鲜活的生命

感和温度。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

人物，才是一部电影真正的成功。

总之，影片作为处女作，能感受到导

演常远的诚意以及对导演风格的思考和

把控，对色彩、构图、剪辑、音乐等多个方

面的精心准备。但整体而言，还明显缺

少对电影各个环节融会贯通的掌控力，

尤其是把电影的视听元素形成聚合力，

聚焦到情节叙事和人物塑造这两点上的

能力还需要积累和提升。同时，这部影

片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对特殊人群的心

灵困境给予了情感观照和人文关怀。我

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并

不是因为它的整齐划一，而是因为它的

“参差不齐”，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

观念的所有人，组成了我们这个色彩斑

斓的世界。就像彩虹有七种颜色所以才

美丽，色彩缤纷的世界也才更容易让人

感受到美好，而这份“色彩缤纷”来自于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不同”和“差异”的尊

重与接纳。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君子谓

之是也。

（作者为中国影协理论研究处处长）

由尹力导演，韩三平监制，吴

刚、吴彦姝、江珊、郭涛等领衔出演

的新片《没有过不去的年》近日登陆

大银幕。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讲

述了一家人在过年之前的一段生

活。故事以编剧王自亮（吴刚饰）的

中年生活困境为发展的主线，他的

母亲（吴彦姝饰）则盼望着一家人和

和睦睦地团聚，让平日里离散分居

的四位兄弟姐妹齐聚一堂，一起过

年。

《没有过不去的年》呼应了当前

人们所期求的返乡团聚之情，在跌

宕起伏的故事发展中传递阖家欢乐

的情感抚慰。就整体美学追求而

言，该片有着现实主义题材的真实

捕捉与反思力度，现实主义电影的

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现实主义审

美的现实质感和美学高度。影片从

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入手，聚焦不

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空间中的一

家人的生存境况。以家庭为核心，

记录下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改革开

放大发展下的时代文献，更对中国

社会给予情感性、反思性、伦理性的

思考。

《没有过不去的年》称得上是一

部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佳作，为

2021年的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树立起

新的标杆。全片以锐利的叙事切

片，切开现实生活图景的横截面，表

露关于腐败、养老、医疗、经济、卖

房、习俗、出国、外遇、抑郁症、环保

等社会焦点命题的探讨，体现导演

对于时代人心与社会现状的深度透

视。影片既扣问了资本逻辑所席卷

而来的现实困惑，也回望传统社会

的纯良人性与伦理亲情。既深描了

当代家庭生活的肖像画，又唤起常

人家庭的情感公约数。以笃定的表

达召唤良知，以现实的情感感化人

心，以犀利的思考点化世人，并用亲

情的臂膀托举出以人为本的价值旨

归，相信能让广大的观众找到许多

的共鸣。

著名导演尹力，曾执导过《我的

九月》、《云水谣》、《张思德》、《无悔

追踪》、《铁人》等影视佳作。《没有过

不去的年》在尹力导演的作品序列

之中，实属突破之作。影片一改以

往其所擅长的宏大叙事，转而深入

小家庭的内里伦常，并以小家照见

大家，颇富艺术的眼光。该片延续

了尹力导演在《云水谣》中逾越时空

的情感脉络，从《云水谣》那横跨福

建、西藏、辽宁、上海等地的爱情故

事，到《没有过不去的年》同样跨越

黄山、合肥、北京、洛杉矶等地的亲

情故事，不难看出导演笃信于超越

时空阻隔的情感价值，也显示出更

为凝练而深邃的生活感悟，以及艺

术表达的全新高度。

《没有过不去的年》全片采用了

大量的手持摄影、快切等别出心裁

的视听手法，包括许多运动镜头、长

镜头、隐喻镜头的巧妙运用，大量社

会场景的真实捕捉，不同生活环境

的写实还原，节日喜庆氛围的视听

渲染，台词金句的妙语连珠，等等。

总体上，剪辑节奏紧凑而富于张力，

视听语言现代而贴近观众。在叙事

层面上，影片的叙事策略缜密而颇

显体察，叙事结构新颖而独具匠

心。影片独到的多线索叙事平行张

开，随着故事的发展、延伸与汇聚，

于末端聚拢为真实情感的爆发，并

生发出人意料的化学效果。而影片

开放式的结局既点到为止又引人深

思，让故事负载了丰沛的主题内

蕴。此外，导演还醉心于众多细节

的点缀与雕琢，让全片氤氲着真实

生活的质地与艺术修辞的升华。

《没有过不去的年》中的人物塑

造与演员演绎也十分亮眼。演员吴

刚在《铁人》中曾与尹力导演有过默

契的合作，此次饰演的王老师对其

以往的银幕形象有所突破，生活化

地扮演了一位平凡的小人物。影片

中，王老师不仅形象比较邋遢而日

常态，还略带点中产阶层的小资气

息。可以说，演员吴刚在角色细节

的拿捏中，抓住了这个并不完美的

小人物的神韵，令人耳目一新。演

员吴彦姝则演绎了一位可亲的慈

母，教科书式地刻画出母亲在家庭

生活中的无私、宽厚、温暖、仁慈、厚

德、体恤等优良特征，唤起母爱那质

朴而伟大的感召力。此外，影片也

汇集了一批优异的演员，特别是几

场群戏都很有力、有气场，其他的兄

弟姐妹等人物群像也都各具特点，

家族群体的形象真实立体。

从叙事空间的角度来看，影片

有着广阔的故事格局。片中，故事

空间从内地延伸到海外，从纷繁都

市又回归至乡下故里。在乡村生活

和都市生活的迥异节奏之间，比照

生活的本真况味，思考工作与家庭

的关系，反思亲情与金钱的天平。

也在前半段的冷色调与后半段的暖

色调的视觉温差之间，传达人间冷

暖。

总体上，《没有过不去的年》在

多重空间的文化书写之中，折射改

革开放的发展变化，显影世人别样

的心理困顿，呈示家人同样的精神

指归。最终在空间与人的关系商榷

之中，把握住了中国人对于理想生

存空间的情感追寻，推演出以人为

本的生活真相。

对于中国人而言，“年关”、“过

年”始终被赋予独特的意义。一年

间，一家人为生活、为工作忙碌奔

波。但一年到头，家人齐聚，一起团

团圆圆地过年才是所有操劳的犒赏

与添喜，人齐心就齐。影片以“妈

在，家就在”、“家没了，就什么都没

了”的亲情视角，管窥中国式家庭关

系的内在联结，重拾人们纷繁劳碌

背后的精神寄托。尤其是影片的最

后一场高潮戏，把亲情、人性、孝道、

情义、生存等话题讨论得颇有深度，

那种直戳人心的现实感召力，着实

令人动容。

究其实，“没有过不去的年”，更

像是尹力导演带给观众的一剂精神

信念，表达了国人对于美好家庭伦

理的精神向往，也维护了国人传统

家庭观的现实价值。以传统的亲情

光芒，烛照生活、奋斗与理想的初

心，召唤以人为本的现实复归。

实际上，自尹力导演的《云水

谣》来福建取景拍摄以来，近年在福

建取景拍摄的佳片也越来越多，而

福建电影在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上

也大有突破。譬如，李霄峰执导、福

建出品的《风平浪静》，全程拍摄取

景于福建平潭，该片同样显示出现

实捕捉的锐度，并入围上影节最佳

影片；叶谦执导的《番薯浇米》，展示

闽南在地的地缘文化与风土人情，

也斩获平遥影展的奖项；包括曾就

职于福建电影制片厂的王小帅导

演，《地久天长》中福建连江便高度

介入了影片的叙事，该片同样颇具

现实主义电影的人文关怀；包括《古

田军号》、《左耳》、《快把我哥带走》、

《一步之遥》等等。

总而言之，如《没有过不去的

年》这般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佳片，

为福建电影未来的创作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范例。福建鲜活的现实生活

仍有许多值得深掘的题材，期待福

建电影在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方面

也能继续进取，共绘中国现实主义

电影的美好图景。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

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生）

《温暖的抱抱》：

表现主义风格的现世童话
《
没
有
过
不
去
的
年
》
：

以
人
为
本
的
现
实
主
义
佳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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