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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
国产电影成为国际
文化站点的野心尝试

■文 /赵 军

电影《小伟》在 FIRST 获得评委会

大奖的那一刻，我就确定这是一部对标

国际艺术意味的电影。当电影院里听

到主人公一鸣喊出了“我要改造世界”

时，这部影片不会被定位为地方性影片

的基本判断就应该毫无异议。

事实上，不要以为有很多的广州方

言就以为影片的努力仅在于此，方言仅

仅是影片的风格定格为“我在现场”的

手法之一。人们根据这一点而确认了

编剧导演就在广州现场，其实就已经忽

视影片坚持的恰恰是“我不在现场”的

形而上理念。

对于一部“广州电影”，导演明显不

在广州所有标志性建筑、地标式建筑的

现场，不在广州文化活动、节日特色、繁

华特色的现场。这里所说的“我在现

场”，我又“不在现场”辩证地为影片定

位了这是一部很存在主义的影片。“我

不在现场”的深刻性在于它是一部意识

流电影。

它包含着四层关于生存状态的对

立的质疑，之一就是人情世故的很广

州，然后是主人公、儿子一鸣的内心世

界却已经不是很广州，两者之间的距离

我们从他生活圈子的表现之窄就看得

淋漓尽致。影片不像别人拍的“广州”

那样洋溢着校园、班集体、热闹而青春

的学生生活等等。相反，一鸣更多的是

逃离，从家庭和学校，包括从关注他的

女同学那里逃离。

之二，影片的镜头就是一鸣一家的

孤立而绝望。尽管广州人总是比较禅

宗的，广州人不太大悲大喜，讲究凡事

放下、看长远。《小伟》真切地描写了绝

望就是绝望，它选择父亲伟明的患癌至

离世，意义就在于定下了影片的色调：

灰色、偶有亮光。从某个角度说这不是

传统的电影或者艺术方式里“广州”的

风格，至少不是人们通常以为或者理解

的“广州文化”和“广州电影”。

影片当中很多镜头是很塔可夫斯

基的。塔可夫斯基，一位在不多的创作

中深重地注视着人类孤独而无助的苦

难的电影导演，一位相信自己在深入地

表现了世界的难以对话之后仰望着上

帝的导演，一位大胆而广泛地运用长镜

头以及静止画面构造了不朽的电影空

间的导演。在中国其实很少人知道他，

但是我们在《小伟》中不断地看到了塔

可夫斯基的灵魂。

之三，影片自身有着不同于当下国

产影片讲故事的方式，它的存在主义意

蕴每每在一幕幕穷途末路的“沟通”

中。我们只看一鸣妈妈慕伶和医生的

沟通，她希望用一份不盖章的诊单瞒着

丈夫的那个深入到医院长廊尽头的叩

揖镜头，就给我们留下了人世间沟通的

距离原来如此漫长而悲切。

慕伶和丈夫伟明之间寻求体谅、和

儿子一鸣之间寻求沟通，她心力交瘁，

岂止是付出常年不断的劳累所能表

述。存在主义的思想核心在于寻找个

人存在的真实性。在过去的国产片当

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从来不会被有所

轻易怀疑过。但《小伟》告诉我们，诊单

是不真实的，一鸣的作业是不真实的，

一家人在故乡的海滨经过是被“不真

实”地记录的……影片如此不但置主人

公们于迷惘当中，也置观众们于迷茫

当中。

之四，说到镜头，我以为最塔可夫

斯基的是影片描写一鸣一家反复上落

的住家环境，那曲折又层层叠叠的梯级

道路，乍一看它很像《少年的你》里面的

主人公住家进出的环境。但是我们看

《小伟》，它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关于广州，很容易找得到各种各样

地标式的建筑，这些年几乎所有表现这

座城市的电影中，唯独《小伟》没有它

们。所以，一鸣家外面这条老旧的上落

的路就别有深意，世界不是很大的，但

人间是永恒的上与落，是来回，是出进，

是宿命。一个人昨天在这里上落，明天

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老婆不知道

丈夫何时买下来的衣服和阳台上铺满

了灰尘的旧报纸。

一鸣说，现在没有人看报纸了。影

片就是这样将镜头对准城市地标式建

筑以外的昨天，更多是今天的存在。就

如它表现的校园，广州二中的校园，这

是一家很漂亮的广州中学，但是一鸣和

两位同样孤立的学生翻越的那段围墙，

对于我们这些半个世纪前就认识这段

围墙的老人来说，读到的就是一个象

征：人总是在不断翻越自己的围墙。

这里出现的是影片哲学与艺术的

“地标”，是存在主义的地标，是带引我

们理解世界和生活的“地标”。

《小伟》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剧情

安排，这个广州人家的故事的主人，一

鸣的父亲伟明不是广州原籍的人。于

是这里就出现了影片立意中安排的疏

离感。这个疏离感再经过早晨海边的

薄雾，薄雾中似乎若隐若现的伟明，他

喊道：“你是……厂的人吗？”远处的人

似乎在偷什么东西，听到有人喊远远地

拔腿就跑。

情节又带着我们随一鸣回到那座

早已经没有人烟的房子里，房间还传出

踩缝纫机的声音，然后一鸣推开门，看

见年轻的母亲慕伶踩着缝纫机为他做

着衣服的画面。一鸣捡到了一轴套好

的画卷，画卷上正是伟明与哥哥走在寻

找父母墓地的上山的路上……

影片使用了塔可夫斯基的三种寓

意交融的手法：空间的虚实转换，真实

与幻觉之间的交替，叙事和思辨的混而

为一。这三种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非

情节。过去我们认为电影的非情节叙

述是为着渲染或者贯串情绪。但这样

理解电影哲学是远远不够的。

电影用情节讲故事的目的是为着

提供出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说是事实

和真相。所以，当着电影不以情节为手

段的时候，依照逻辑我们就知道它开启

了一个反真实的形式——电影将塑造

一个理性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不过

是电影学的存在，就像在历史学中，真

实不过是语言学的存在一样。

《小伟》与这种国际电影的哲学追

求在艺术上是一致的。我们说导演黄

梓在《小伟》中有着要将国产电影放上

国际站点高度的野心，就在这里。《小

伟》并不只是在追求非情节，而是在追

求电影表现“存在”的一种可理解性。

“存在”就是当今时代的生活形态和精

神形态，《小伟》就是这种存在的证明，

并且它在叙述过程当中，使得我们接受

了它的演绎和其中贡献的社会与时代

认知。

我们近乎这样理解了生活和人性

——世界其实是单调的，人会突然面临

家庭的危机，周围最缺乏的是理解，是

心灵的温暖。个人是谈不上信仰的，人

生在于谁做保安，谁做老板，谁应该掌

握财务自由？真实的世界比它好多少，

或者世界还要比之糟糕？发生在这个

少年身上的故事已经被剥夺了信仰和

温情。这种存在通过电影的构造提供

给世界的就是一种可理解性。或者说，

也只就是一种可理解性。

当真实世界不过就是电影学的存

在的时候，电影提供的不是真实而是可

理解性。存在主义不等于真实世界的

真理，存在主义也只是一种关于世界的

可理解性的思想。《小伟》被FIRST相中

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太多的影片在喋

喋不休地宣称自己的真实，它明白地

说，我表达的就是非真实的，但是它是

世界可以被理解的一部电影。

它不会因为大量使用广州方言而

偏居一隅，相反，它会因为根本使用了

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追求世界的可理解

性而走向了中国电影的前卫，走向了世

界电影潮流的中心。它一定能够成为

与世界影坛进行艺术与文化沟通的一

部作品。

《小伟》向人们的心灵发出了接受

可理解性的真诚邀请，它们是：人、生

命、信仰站在无望的悬崖上，过往的岁

月包含遗忘、记忆、飘荡的灵魂，未知的

世界则还有忏悔、想象和理解。《小伟》

不是真实的故事，而是导演（编剧）讲述

的思想的传奇。如此我们就仿佛理解

了一鸣何以近乎无厘头地喊出了“我要

改造世界！”事实上，影片越过了“我在

现场”（情节）的叙述，而表达了“我不在

现场”（非情节）的更为广泛的哲学

思辨。

《小伟》：一次温柔的死别
■文/周 舟

《拆弹专家2》：香港警匪片的人物突破
■文/周文萍

2020年贺岁档，香港警匪片再出

“爆款”，由邱礼涛执导、刘德华、刘青

云、倪妮等主演的《拆弹专家 2》票房

突破11亿，并在1905电影网及电影频

道融媒体中心发起的“2020年华语口

碑佳片”调查中同时进入影评人榜及

观众榜十佳名单，市场口碑双丰收。

《拆弹专家 2》的成功之处何在？

有从业者称其是对“港片‘尽皆过火，

尽皆癫狂’的一次完美回归”（杨峻），

也有评论家称之为“类型与视效的升

级重启”（何美）。笔者看来，作为一

部典型的港味警匪动作片，场面的惊

险震撼，故事的层层递进都是可以预

期的，《拆弹专家 2》真正令人惊喜的

是人物塑造上的突破。

一

《拆弹专家2》最复杂的人物是刘

德华饰演的潘乘风。与一般警匪片

主角相比，潘乘风的形象经历了多次

反转：从拆弹英雄变为恐怖分子，再

到警方假卧底最后到反恐英雄。他

亦正亦邪、善恶难辨，直到最后关头

才回归舍己救人的英雄本色。此种

反复多变的人物虽能令观众看得欲

罢不能，但也容易陷入前后矛盾、逻

辑混乱的陷阱。影片难得的是在人

设不断反转的同时能够做到逻辑自

洽。潘乘风从一开始经常冒着生命

危险拯救民众的拆弹专家变为危害

社会的恐怖分子，其原因是他受伤断

腿后对重返岗位的渴望与不能重返

岗位的现实产生了巨大落差，令他产

生了反社会心理，进而不惜以恐怖行

为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他喊出的“我

不是疯，是痛”，深切表明了其内心的

痛楚与无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潘

乘风能否返岗的问题上，警队对他并

无恶意，相反，他们表彰了他救人的

贡献。只是根据规则条例，警队认为

他受伤后身体不再符合岗位需求，于

是将他调到了其他岗位。这一决定

对警队而言顺理成章，但却与潘乘风

的愿望相冲突。此种描述打破了一

般电影里好人受坏人陷害而黑化的

套路，呈现出个体需求与规则条例的

冲突，显然较前者更具现实深度与悲

剧意义。

颇具象征意味的是，在作为恐怖

分子造成一系列的爆炸与人员伤亡

后，潘乘风失忆了。他不仅不记得自

己曾经是警队的拆弹专家，也不记得

自己是造成一系列爆炸的恐怖分

子。他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这也为

庞玲想通过给他植入记忆让他做警

方卧底提供了可能。这段设计颇为

“狗血”，但好在影片并没有让潘乘风

真的相信庞玲的话，而是让庞玲在谎

言被揭穿后把问题放在了他面前：

“信我，你是警察，不信我，你就是恐

怖分子。”至此，影片再度回到了香港

电影的身份命题。

身份问题是香港电影的经典命

题。警匪片中，以《无间道》为代表的

卧底影片就常以警匪身份的倒置对

警与匪、好与坏等身份问题进行反

思。《拆弹专家 2》则将警与匪双重身

份置于潘乘风身上又同时清空，让他

自己在两种前途和命运中进行选

择。此一方式颇得存在主义“存在先

于本质”与“自我选择决定人生”两大

命题的精义，对于彷徨于歧路的部分

港人而言无疑是一记警醒。

潘乘风在目睹恐怖分子之恶后

最终选择了正义的一方，以牺牲自己

的方式阻止了恐怖行为，这是人性的

回归，也是对自己的救赎。刘德华演

出了此一人物的多个层面，表现可圈

可点。

二

女警庞玲形象也是影片的一大

亮点，这是一个难得的在男性为主的

香港警匪片中具有主导力量的女性

形象。香港警匪片向来以男性为核

心，对兄弟情的展现近乎极致，女性

大都只是一些符号化的配角形象：或

为夜总会或黑帮控制下性感女郎，或

为警队或黑帮里作为点缀存在的女

警或女匪，又或者是男性身边的妻子

母亲或女儿。作为女主出现的则多

是柔弱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多为

主人公的妻子或女友，是主人公内心

的白月光，但最后往往免不了被反派

挟持或杀害的命运，成为激发主人公

拼死一搏铲除恶势力的工具人。如

邱礼涛执导的前作《扫毒 2》里，主角

余顺天的妻子邹文风身为金融律师，

但影片并没有对其专业能力进行展

示，反而一直在展现其对于生孩子的

执着。最后她因自己不能生小孩坚

持与余顺天离婚，却在离婚当日被毒

贩“地藏”杀害，成为激发余顺天与

“地藏”终极对决的导火索。邹文凤

由港星林嘉欣扮演，林嘉欣长发顺

直、细长的眉眼总带着笑，美丽温柔

的形象成为香港警匪片里的理想女

性代表。

庞玲则不再是一个柔弱的等待

着主人公拯救的角色。她曾是潘乘

风女友，但她自身也是一个警察。她

力量、智慧与情感兼具。在发现潘乘

风失忆后，她提出了植入记忆让他成

为警方卧底的方案。这一做法的正

当性固然引人争议，潘乘风也并没有

轻易相信她的说法，但她却以此为潘

乘风提供了一个在正与邪、善与恶之

间重新选择、重新定义自身的机会，

也为警方最后阻止恐怖行为提供了

可能。她是潘乘风改邪归正的引导

者和人生的救赎者，更是反恐行动中

的重要人物。庞玲堪称近年香港警

匪片当中最富有光彩的女性角色。

饰演庞玲的倪妮轮廓分明，在片中有

大量动作戏，充满力量的美感远远超

越了美丽温柔的范畴。

作为近年来一枝独秀的港产片

代表类型，香港警匪片的套路非常成

熟：“卧底+兄弟情+枪战+爆炸”都是

标配，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风格与

场面也必不可少。熟悉的套路加深

了创新的难度，新出的警匪片大都乐

于在场面上做文章，以更逼真细致的

案件细节和更宏大激烈的枪战动作

场景来吸引观众。但视效层面的创

新若不能伴随内容提升，难免令观众

审美疲劳，产生香港警匪片是否江郎

才尽的疑问。《拆弹专家 2》在视效层

面之外找到了人物为突破点，通过对

主角和女性形象的改写赋予类型新

意，也证明了香港警匪片不断创新发

展的可能。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

会主任）

“妈妈，你会死吗？”

“是的，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在

某一天妈妈也会。”

“我不要你死。”

“我会变成星星，在天上看着

你。”

“可是白天没有星星，只有晚上

才有。”

“不，白天星星也在，只是白天太

亮，你看不见星星，但星星一直都在

看着你。”

“那我想你了，怎么办？”

“嗯，你就抬头看星星，最亮的跟

你一闪一闪的那颗就是妈妈。”

“我不要你在天上，我要你陪着

我，我会架一个很长很长的梯子，把

你够下来。”

儿子四岁了，隔壁一个很疼他的

爷爷上一冬突然心梗被 120 拖走了，

他敏感的发现那个爷爷再也没回来，

我想他明白了什么，虽然又陪他重读

了《活了100万次猫》、《爷爷变成了幽

灵》、《一片叶子落下来》等死亡教育

的绘本，但并不能缓解他的焦虑。那

段时间，他常像只考拉箍住我，扯都

扯不下来。

何止是他，死亡，对于人类，是个

多么沉重而宏大的命题，自古艰难唯

一死，不管你多大年纪，不管你在心

里预习过多么遍，这道难关你还是很

难很难翻过去。

走进影院前，我不知道《小伟》会

是这样一部电影，同为国内青年导演

的粤语处女作，《小伟》常被拿来跟白

雪的《过春天》相比，但其实两者迥乎

不同，《过春天》拥有类型化内核、高

效叙事，而叙事散漫、长于意象的《小

伟》则是一次特殊的生命体验之旅，

它朴素却不失诗意的记叙了发生在

一个普通家庭中的生死离别，爸爸伟

明病逝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回避疼痛

与挣扎，但更让人记住的是宽谅与从

容。在稀缺死亡教育的中国，能看到

《小伟》真令人欣喜，若同《久保与二

弦琴》、《寻梦环游记》三片连看，完全

可以组成一次完整的心灵疗愈。《久

保与二弦琴》告诉我们“为什么爱的

人离去时我们如此伤痛，但还要爱”，

《寻梦环游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

爱还在，逝去的人就一直都在”，而

《小伟》则告诉我们“到了最后一程，

怎样温柔的相伴、告别、放手”。

影片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分

为慕伶、一鸣、伟明三章，分别从妈

妈、儿子、爸爸三人的角度看待死亡

的迫近。

妈妈慕伶虽然坚强，却没有强

撑，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她选择了

发出求助的呼号，向医护向亲属向儿

子甚至向患病的爸爸，当儿子问她为

什么要把爸爸的病情告诉姑姑，她

说：“不是她说要跟我一起分担吗”，

我喜欢她说这话时的一脸坦然，人生

已经这么苦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捱

呢？看一份医学杂志说中国人特别

能忍疼，中国止痛药人均使用量远低

于美国，我不知道这是源于中国的医

疗环境还是源于以能忍为德，在《小

伟》中我看到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疼

痛观——当你疼，不必咬牙强忍，呼

号示弱求援都是可以的。

儿子一鸣正逢高考，因此拥有一

个非常正当的逃离借口，他跟爸爸说

我想出国读书，爸爸说好，我像你这

么大的时候，也离开浙江家乡来了广

东，你放心，等你回来，爸爸还在。父

子都知道是谎言，孩子急于逃离，只

是害怕直面父亲的死亡。

爸爸伟明，直面死亡的当事人，

从最初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惊惶到

最后安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到底

什么能够抵御人对死亡的恐惧，看过

一位网友的记叙，96 岁的奶奶临逝

前，让人将她稀疏的白发梳辫子扎头

绳，混浊的双眼现出孩童的光彩：“我

梦见爸爸妈妈了，他们说囡囡，我们

来接你来了。”对没有宗教信仰，也不

太明白彼岸轮回之说的国人来说，能

用以抵御对死亡的恐惧的力量常常

来自对亲人的牵念。行至生命穷处，

伟明带着妻子、儿子回了一趟阔别经

年的浙江老家，出走半生的中年人，

归来仍是老母膝下的那个幼子。前

去给亡父扫墓的崎岖山路上，童年时

光忽而闪现，伟明看见比现在的自己

还要年轻的父亲，向自己招手：“小

伟，快点跟上。”

从浙江回广州的火车上，伟明招

呼儿子妻子像孩子小时候那样，三人

挤在一张床上，儿子被挤得贴在墙

上，妻子腼腆的笑着骂他发癫，一家

人笑闹的一幕定格成生者对死者最

后的记忆，但愿与贤妻爱子此生相守

的这一腔暖，能帮逝者抵住此去一路

的孤寒。

爸爸走后，妈妈和儿子平静的收

拾他的遗物，镜头温柔的扫过爸爸经

常躺坐的沙发、天台上爸爸晒太阳坐

的椅子，两人将爸爸看过的厚厚的报

纸装进盒子里，衣物装进编织袋里打

包丢弃，儿子选择不出国在国内高

考，妈妈已经开始与医院里碰到的同

为丧偶的中学旧友见面喝茶，薄情

吗？既然对逝者生前无愧，伊人已

逝，又有什么不能释然呢？往后余生

终究还要有声有色的过下去，而亲爱

的你，我永远不会忘记，终有一天，我

们会在某一个地方重逢。

近来《送你一朵小红花》、《缉

魂》、《小伟》不约而合地聚焦相似的

生命主题，不是简单的巧合，随着全

球进入老龄化社会，死亡教育迫在眉

睫，如何面对死亡，面对亲人的逝去，

如何宽谅命运，抚慰自己，如何重拾

对生命的信心与热情，这些关于生死

的命题，都会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

泉。向死而生，是人类最大的勇敢与

浪漫，感谢将生命中如此个人甚至是

私密的情感体验拿出来跟观众分享

的每一位创作者。

除了是一堂非常高端的死亡教

育课，《小伟》作为一部艺术影片也是

极好的，其中对意象的抓取与表现非

常精妙，令人激赏。

写妈妈的疲累与失意，影片中只

用了一个形象，妈妈和儿子一同返

家，在地铁上妈妈坐着，儿子站在她

面前，她先是闭目养神稍顷便睡着，

手提包从松开的手指间滑落，儿子适

时接住，没让包落地。写中年人的不

易，写病患家属的艰难，只此一笔，足

矣。

写青春期儿子面对父之将逝的

惊惶、无措与愤怒，影片中只写了他

跟一个关心他的女同学不对付，他明

知道她关心她，却故意一再冲撞她凶

她，为什么？因为被爱的人总是有恃

无恐，他心底里的负能量，不能冲着

比他还受伤脆弱的爸爸妈妈，便只能

冲着他最信任最亲密的另一个人，写

青春期之爱，写到此处，尽显高妙。

在伟明的梦境中，他回到了浙江

小岛上的老屋，站在门外与旧时光相

对，而在现实中，儿子一鸣进到老屋

里，站在门内与门外的父亲相对，虚

与实，梦境与现实，往昔与当下，奇妙

的交错并行。

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一鸣站

在满目无垠的野绿之中，广州的雨水

与土壤滋养出来的这一片绿，浓荫蔽

日，荒草苍苔，有层重重的阴郁惆怅

为底色，但再惨终究是绿啊，那郁郁

葱葱，冲天而上，是生命百折不挠的

热烈与蓬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