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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不去的年》：

扣当下之题，解时代之疫

《武汉日夜》：

疫情舞台，人性底片

正在热映的《没有过不去的年》从片名中

便透露出一股浓浓的“年味儿”，但仿佛又似

是而非。因为这七个字带着既有团圆也有

“坎儿”的节奏，与以往红火热闹的贺岁风景

有异，但与疫情下的世态人心契合。难掩时

代伤感的同时，也发散出人性的达观与豁

然。疫情时代下人们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

从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到焦虑无奈、积极备

战，这其中的五味杂陈以及对既往秩序回归

的渴望，都浓缩在了这一片名中。可以说，影

片片名本身已自带千言万语的力量，暗含着

此时此刻的时势艰难与除旧迎新的势不可

挡。在今年贺岁档热闹而不安的氛围中，带

给人们一丝同庆同叹的安慰和一股力量、一

份启盼。

扣题之人

《没有过不去的年》是导演尹力的新作，

他以一个家庭为社会横切面，展现了当下中

年中产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疲态与困惑，

颇有“男版《人到中年》”的感觉。影片传递出

的对亲情和家庭弥足珍贵的认可，以及男主

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都令正经历着疫情困

扰的观众感同身受。

小有成就的编剧王自亮（吴刚饰）虽然已

经习惯了忙碌体面却身不由己、四脚朝天的

嘈杂人生，但依然疲于应对。妻女远在异国

他乡，年近半百的王自亮一边留守在京勤勉

维系着事业，一边替家乡的弟妹们侍奉着老

母亲（吴彦姝饰），尽着长子之孝。眼看年关

将近，健康每况愈下的老母执意要回徽州老

家，他则要远渡重洋探望妻女，在有限的时间

和精力下，除了安顿老母、指挥弟妹、应付制

片人和老板，打对小情人之外，忽然找上门来

的官司令王自亮焦头烂额，处在濒临崩溃的

边缘。眼看中流砥柱的形象一路坍塌，忙得

顾不上回头的王自亮终于无处可逃，不得不

直面自己的人生困境。

影片讲述了一个在迷茫中打捞“珍贵”的

当下故事，貌似扣的是疫情的题，实则具体情

节并不发生在特殊的疫情期间，而是左近更

平凡的十来年。与“第五代”擅长聚焦“大时

代里的小人物”不同，该片选择了在平凡年景

里表达“小时代中的大仁心”——直面失落，

解剖焦虑，疏导隔阂。可贵的是，主创充沛的

人文关怀并未直给在画面中，而是将镜头冷

静地对准日常生活的繁琐无趣、急功近利，捕

捉着纷扰喧嚣，也为中产焦虑做足了生活的

质感。

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知识分子王自亮作

为影片切入点，一直是观众情感的聚焦所在

和观察生活的“眼睛”。通过他忙前忙后试图

左右逢源，最终却左支右绌、四面楚歌的生活

流画卷，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人的生存况味与

普遍焦虑。镜头不断在母子情、夫妻情、父女

情、兄妹情及各种人情世情中穿梭，试图为主

人公无处安放的失落与焦躁寻找病灶根源与

心灵庇佑，但最终不过是一声叹息。显然人

物的无奈、生活的无解，一顿象征回归的年夜

饭是无法给出答案的。

当然导演主创不会那么冷酷，影片结尾

也给出了一丝希望的暗示，即对传统和秩序

的回归，对亲情和解的努力。王自亮这位看

似正义附身的自媒体斗士，抑或体面懂事的

好好男人，不断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

论是自以为颠簸不破的亲情，还是付出即有

回报的爱情，都“啪啪打脸”。所幸疼的同时，

也砸醒了那个曾经随波逐流、被裹挟着前行，

却逐渐忘记了真正生活目标的人。

但失序的现实真能恢复吗？被异化的初

心还回得去吗？喜剧的命题，悲情的作答。

然而“你是谁”这一人到中年的自我拷问，已

经隐含了编导充足的善意，让同样身处困惑

中的你我，不禁深有同感、心有戚戚。

片中男主角在被砸醒前有句自鸣得意的

话令人难忘：我不过是一只垃圾堆里刨食的

鸡，刨到虫吃虫，刨到豆吃豆，刨到石子儿也

得吃。全靠一个功能强大的胃。在不自知中

偏航狂奔的自亮，全盘接受勉强应对的自亮，

经历了母亲病危、夫妻情危、形象岌岌可危之

后，开始“自量”，开始在危机中寻找生机，虽

然渺茫但人性的觉醒与秩序的回归，本就需

要耐心、磨难与时间，这才是影片借疫情之时

传递出的时代命题。是编导的问题意识，也

是困扰这个时代大多数中年人的问题。

破题之器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说，通过凸显

社会中无数表面现象，电影让灵魂深处的动

机了然若现。但如何让“灵魂深处的动机”化

做生动的大银幕形象有效传递给观众，即方

法论的选择与应用，则取决于导演因人而异

的个人喜好和当代社会的集体审美需求。

《没有过不去的年》在一地鸡毛的故事

中，深深浅浅埋下了创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

怎样将问题意识变成紧凑的情节，不断陷人

物于困境之中？在此，导演尹力选择了中国

电影最经典、最传统的类型话法——家庭情

节剧，作为本片顺理成章的解题手段。

家庭情节剧（又译家庭伦理片）来源于

Melodrama，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 18 世纪的

法国戏剧舞台，19世纪因大众社会中产阶级

的兴起而在美国走俏。当时现代化和城市化

进程眼看要改变和取代传统的家庭机制，人

们内心既有对现代化日子的期盼，也充满对

立足之地未知的恐慌。加之急剧的城市化进

程带来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都令立足现实情

感和社会密接的家庭情节剧用武之地大增。

19世纪末伴随着美国从农业基础社会向

工业城市社会过渡，在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中

电影诞生。大银幕很快成为展现这种不安与

引发大众议论的一个现代化媒介空间。而“有

历史传统”的家庭情节剧旋即被好莱坞的类型

电影概念所征用，并当仁不让成为了好莱坞最

经典的叙事范例。因为它以家庭私密空间为

主，通过展现普通人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以情

感的方式和观众对话，具有潜移默化、惩恶扬

善的教化功能，因此在20世纪初的美国曾被

认为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工作者”。

家庭情节剧在上世纪30-50年代辉煌一

时，由于重情感而非逻辑，常以善与恶、麻木

与真诚等作为剧情基本矛盾，借情感的遗失

和恢复探讨观念冲突和社会问题，所以往往

以女性心理刻画为重点，情绪夸张、情节紧

凑。与当时同样流行的西部片和强盗片擅长

的打破和建立秩序的生死格局相比，这一类

型带有巩固秩序的渴望并隐含有家庭悲剧的

意味，气韵温婉，主攻女性市场。现代观众较

熟悉的这一类型名片包括《克莱默夫妇》

（1979）和《美国丽人》（1999）等。

有趣的是，文化相近的中日韩三国虽然

都对好莱坞的这一经典类型有所借鉴，但表

达又因民族审美而不尽相同。其中韩国的家

庭情节剧最为苦情，喜欢张扬女性在家长制

父权社会中被牺牲的悲剧命运；日本的最为

清淡，以白描手法勾勒普通家庭的代际疏离为

主流；中国的则擅长与宏大叙事相结合，常以

家庭的悲欢离合探讨家国的同构关系，此外男

女角色的比重也较为平分秋色，这与1949年

后中国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不无关碍。

当然借家庭的鸡毛蒜皮管窥变化中的社

会最微观的一面，是家庭情节剧延绵不断的

艺术生命力所在，它的叙事策略随着时代变

化而不断作出相应调整，在将新的价值思考

传输给观众的同时，也利用类型的缝隙，暴露

种种社会问题，并改写欲望对秩序的破坏与

修复之间的关系。

作为中国电影历史上最经典的类型，家

庭情节剧注重伦理的“影戏”传统并逐渐形成

中国式的审美偏好。《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7）、《芙蓉镇》（1987）、《本命年》（1990）等

都是其中的代表。从“第五代”开始，虽然创

作者反传统的个性更强烈，但由于这一类型

所独具的对人的尴尬存在和情感迷失的拷问

能力，尤其面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所带来

的冲击，导演们对这一最有群众基础的传统

类型依然青睐有加。

归宿与父亲

尹力导演也是家庭情节剧的行家里手，

《云水谣》（2006）曾感动得很多观众泪沾衣

襟。《没有过不去的年》既有对这一类型传统

的承继，也放入了创作者新的思考。前者的

情感落脚点主要以“归宿”为主，后者的不同

则显示在对“父亲”形象的再阐释上。

电影中，老母一直心系黄山脚下的徽州

故里，想念着那里的宗庙、族谱和淳朴不变的

风土人情。镜头也确实极尽渲染之能事，将

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和公序良俗的传统风貌

拍得如世外桃源般美丽温情。“徽州老家”与

所有家庭情节剧试图建立和保护的、不受外

部世界干扰的理想空间的功能如出一辙，承

载了主人公躲避现实、渴望回归并重建家庭

秩序的美好愿望。

但是一切“美好愿望”都不过是雾中花、

水中月，这一精神家园不仅被化学污染了，眼

看美好不再；更残忍的是，母亲也只剩下寥寥

可数的日子相伴。秩序在重建之前，连维系

似乎都屈指可数！最后，病危的母亲提出变

卖故居暗喻这种社会进程的不可逆转，想象

中 的 美 好 避 难 所 破 碎 了 ，甚 至 连“ 守 门

人”—— 人情伦理的坚守者元能也身染绝

症。

世外桃源的失落与玷污，象征了美好的

被摧毁，理想的崩坏和回归传统的无望。王

自亮已无处可逃。一家人虽然在年夜饭的餐

桌上团圆了，但因为家产再起纷争，分崩离析

已不可避免，各自安好也许就是残酷现实的

最好前景。王自亮的觉醒和家族解散的命

运，与主创观照现实的悲观态度一脉相承。

对父亲形象的再阐释是本片立意的一个

创新。王自亮是父亲，但远离了女儿；是儿

子，但大家庭中父亲早逝。自己是缺席的父

亲，也经历了父亲的缺席。同时他是家中长

子，无形中又成为大家庭中代理家长般的存

在。但现实生活中，三个弟妹各有想法，甚至

他无法说动任何一位陪老母亲过年。传统的

不在，权威的遗失，自我身份的岌岌可危……

这些都揭示着规则的无序以及建立秩序的急

迫感。影片通过王自亮的家庭身份与处境，

将之一展无余。

梳理中国的家庭情节剧历史可知，父亲

形象的大银幕构建独具意义。在“第一代”导

演的作品中，父亲是传统板正的父慈子孝理

想的映射；随着战争时局的紧迫，在“第二代”

导演的镜头中，父系威严开始解体并如衰败

的家国一般，尴尬破落；新中国“十七年”时

期，革命情谊和战友形象取代了传统的父亲

权威；拨乱反正后从“第四代”开始，父亲形象

或者缺席或者势弱，母亲成为了家庭成员的

精神支柱。而“第五代”则开始“弑父”，他们

既不要灭人欲的革命者父亲，也无需封建的

家长权威，因此大银幕上的父子关系常是挑

战与对抗。但“弑父”之后呢？《和你在一起》

（2003）、《千里走单骑》（2005）不约而同尝试

塑造理想中的父亲形象。随着“第五代”日渐

老去，曾经“弑父”的他们，不觉中做父亲已经

很多年，他们曾经的决绝与迷茫释怀了吗？

《没有过不去的年》中，王自亮显然陷入

到了这种自我审视中。儿子做得马马虎虎，

代理家长做得有气无力，父亲做得心不在焉，

本希望左右逢源，谁知却是几头不落好，“自

我人设”彻底失败。通过这部与众不同的塑

造“无力的、焦躁的”父亲的好文本，我们读出

了“既有权威已经不在，新的权威却树立不起

来”的无奈与感慨。

克拉考尔说，电影是一份社会的证词，因

为它能捕捉到无人注意的和反复出现的事

物，它处在文化无意识的底层中。本片通过

一个家庭围绕过年发生的故事，审视了在激

变的社会中，所谓“权威”阶层的迷茫与无力，

反射出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文化无意识。主

创团队卓越的社会观察能力与思辩能力可见

一斑。

可惜影片在叙事手法上采用了家庭情节

剧最忌讳的因果关系不明显的缀段式结构，

显得情节零散，节奏松懈。谢飞导演曾多次

强调“一人”、“一事”，如果将这一手法运用在

《没有过不去的年》上，想必观众的接受度会

更高。此外律师线的支离破碎和江南老母亲

的地道北京话，都令人物的信任感难以完美

建立，不免遗憾。但不管怎么说，影片提供了

一个宝贵的视角，让我们借机审视与反思当

下疲于应对的自己。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

教授、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

截至2021年1月23日，全球新冠疫情确诊人

数接近1亿，世界仍在艰难跋涉。这可能是人类

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公共危机，2020年

也因此成为了格外值得记录的历史节点。2021

年新年伊始，纪录电影《武汉日夜》的上映具有一

种特殊意味：与疫情的搏斗还在继续，回首发生

在武汉的往事也许能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一些启

示。与疫情初期冲锋陷阵、担当使命的纪录片不

同，《武汉日夜》选择将疫情作背景，以医院为舞

台，通过影像，透视人性。

日夜交替，生死轮回

《武汉日夜》，“Day and Night”的英文意思是

不分昼夜，这部电影以日夜交替的时间脉络编织

起了涉及生死轮回的故事：在病房里守护患者的

医护人员，与病人同样担心、甚至更为焦虑的家

属，主动请战的救援志愿者。这些普通人因为一

场突发的疫情成为电影主角。“死生亦大矣。”《武

汉日夜》开篇是黑云压城的至暗时刻，武汉封城，

雷声、雨声、警笛声纷至沓来，故事由此展开，新

冠疫情把武汉变成一座舞台，瞬间浓缩了人生百

态：生与死，老与幼，爱情与分离，新生与死亡，情

感在危险救援中急速生长，生命在经历挣扎后无

奈告别……

影片高潮段落由几组生与死的呼应建构：产

妇李青儿作为“新冠妈妈”，独自在医院生产，准

备迎接新生命，此时本已开始自主呼吸的患者官

爱玲病情突变，不幸离世。接着，李青儿顺利生

下女儿“小企鹅”，石长江恢复自主呼吸，司机李

超康复出院，王枫姣在病房里为孩子录制舞蹈。

但随着一阵急迫的脚步声，护士长苏洁得知父亲

去世，急忙赶到病房，身为医务工作者却无法救

治父亲，甚至没能看上最后一眼，哭喊声痛彻心

扉；李超得知父母和奶奶相继离世的消息，在镜

头前他强忍着泪水，讲述家人生活的日常。年轻

姑娘王紫懿在疫情期间组织武汉紧急救援志愿

车队，专门护送孕产妇，最终在车队即将解散时

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如果没有疫情，他们本该与家人团圆，共度

春节。这些平凡的、日常的生活是幸福的。然

而，一场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医护伉俪涂盛锦

和曹珊只能选择在医院对面的车上过夜，无法庆

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上海援鄂救援队队员于海

景、周玲亿的婚礼只能在医院举行，证婚人用一

句“雷神山同意你们结婚了”见证了一场特殊婚

礼；医院里的王枫姣病重住院，丈夫只能在楼下

远远凝望。分别的时刻，武汉飘起了雪花，“一切

景语皆情语”。

春天来了，太阳升起，树木发芽，樱花绽放，

病人康复，医护工作者终于回到家，曾经充满烟

火气息的九省通衢——武汉，又恢复了往日活

力。

影片总制片人李玮说：“2020年初开始，电影

频道就做了大量与抗击疫情相关的节目，在这个

过程中，逐步累积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我们

每天看这些素材，每天都被感动着，人能够如此

坚韧地活着，打动人心，也让你重新思考生活。”

影片中的生命故事不只是一种结局，在经历生死

轮回的涤荡之后，生命显得愈发珍贵，值得敬畏，

正如俄国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艺术的目的

就在于重新找到生命的悸动。

直接电影，以静制动

《武汉日夜》以直接电影的方式跟踪观察，没

有干预现实，没有画外解说，也没有场面调度，它

用克制的态度在惊慌失措的表情里捕捉人性的

底片。这种创作方式难度较高，因为大部分信息

的交代与人物的塑造只能依靠拍摄到的画面与

同期声。但也为客观、真实地讲述抗疫故事提供

了美学基础。疫情牵动世界，为回应外界对于中

国抗疫有意无意的误解或曲解，真实的“零度风

格”最具可信度和说服力。镜头带着观众走进病

房、车厢，与护士、患者促膝谈心，心灵上的贴近

带来了更真实的感受。

疫情是检验人性的考场，人性的母题抑或沉

重、抑或深刻、抑或激动人心，直接电影的美学风

格可以最大程度释放这些母题的张力：患者官爱

玲紧握医生的手，这是求生的宣言；左双贵聊到

爱人王枫姣时的泣不成声可以胜过很多海誓山

盟。在这里，直接电影的美学选择有一种以静制

动的力量。

有意味的细节，有质感的生活

影片的细节设计非常到位，不仅通过首尾呼

应、前后对比体现了历经灾难后的重生，也渲染

了影片的艺术趣味。电影开篇是背诵古诗的童

音，但儿童却一直没露面，只有生病的爷爷在医

院里挣扎。片尾儿童终于出现，和康复的爷爷一

起学习古诗，导演的匠心脱颖而出。这个美丽的

画面不止是一种美好的比喻，更是关于生命的哲

学思考。

护士长苏洁第一次出现是在向同事讲述父

亲平时的模样，父亲爱好文艺，性格开朗，到影片

结尾的时候，苏洁拿起了父亲的手风琴，感受父

亲以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当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吃

团圆饭的时候，父亲微笑着的遗像和家人共处一

个画框，实现了一种精神的团聚。

影片结尾部分，医生将已去世病人的遗物进

行消毒，还给病人家属。这样的相遇场面令人难

忘，医生和家属沟通的是难以承受的死亡话题，

但是二人都保持着基本的社交礼仪，还不停地在

说：“不好意思，谢谢你，慢点忙。”

当雷神山的病人逐渐减少、清零的时候，医

生们认真地给抢救设备消毒，这可能是他们这一

段时间以来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当设备消毒完

毕，一位医生拍着设备说：“辛苦了，辛苦了！”似

乎这些设备也是和他并肩战斗的战友。这样的

细节多义又具有生活的质感。

影片还捕捉到一些有趣的瞬间，护士曹珊撕

下防护贴之后，激动地和同事说：“这个可以当面

膜。”当新冠之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医生的防护服

上不再是类似“加油”的口号，改成了樱花，甚至

还画上了“勇”和“兵”。

影片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讲述疫情带给

人们的悲欢离合：一边是李超在隔离酒店得知家

人相继离世的消息，另一边是医院里医生包裹遗

体的画面；随后通过字幕我们知道李超父亲的遗

体捐献给医学解剖之用。一边是医生解剖尸体、

进行显微观察的镜头，另一边是李超讲述着父母

和奶奶生活的日常，回忆起小时候，最后照射父

亲遗体形成的微观图像成为医护工作者研讨、学

习的珍贵资料。影片如此设计给人一种生命的

价值感与延续感，在儿子心中父亲是永生的，因

为父亲的形象依然历历在目，父亲的善举也有助

于人类认识病毒、战胜病毒，获得另外一种形式

的生命延续。

疫情开始之后，大桥上两排红灯笼格外显

眼，而疫情中大桥上只有救护车驶过，周遭楼房

和江水都是青灰的冷色调，这让人想起美国诗人

庞德的名句：“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意

象主义者提倡由意象产生情感，而不是作者直接

告诉读者应该怀有何种感情。电影画面正如诗

歌所呈现的那样，喻示武汉必将渡过劫难，重返

春天。

《武汉日夜》是一组人物群像，篇幅小，线索

多，叙事难度比较大。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几

位主人公叙事似乎过于平均着力，人物的丰富性

和独特性刻画稍显单薄，焦点不够凝聚。倘若再

聚焦一些，或许艺术表现更为充分。

不过，总体来看，《武汉日夜》以克制的态度、

忠实的记录和艺术的表达，完成了关于武汉疫情

的一场人性透视，一场精神提升。疫情是一场劫

难，也是一次大考，只要我们人心凝聚，众志成

城，人类必将渡过劫难，战胜疫情。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

授、导演；吴静，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研究生）

张同道 吴 静

范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