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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天堂》的现实观照
对当代影视作品的启示

■文/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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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征稿启事
《视听》杂志是广西第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以广播影视研究为主

体内容，兼有新闻传播和新媒体探索的当代学术性月刊，列入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刊名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主
管，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视听》创刊于2006年，全国公开发行。

约瑟夫·冯·斯登堡室内剧中的
视觉愉悦与道德叙事

广告

从2014年到2019年，从《后会无期》

到《飞驰人生》，韩寒完成了从作家和赛车

手跨界到电影创作者的转变，创作出了属

于韩寒自己的“自传式三部曲”，也被称作

是韩寒的“公路三部曲”。我们站在宏观

角度来审视韩寒的公路三部曲，会发现三

部影片在故事情节上似乎毫无关联，但又

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合韩寒自

身的成长经历我们知道，韩寒的青少年时

期也是满身尖刺和棱角，言语犀利，年少

轻狂的叛逆少年就是韩寒早期的形象标

签。但时至今日，韩寒也在岁月的洗礼下

变得柔软温和，稳重自信。从青年的迷茫

叛逆到中年的豁然通达，这是韩寒自身的

成长感悟，也是一部80后的成长史。因

此从这个角度上，大家都看到了韩寒人至

中年与世事的和解。但韩寒电影的“和

解”并不等于“妥协”，客观地来讲，韩寒的

公路三部曲所表现出来的，更像一条平凡

却又光芒四射的青年成长之路，信仰自始

至终不曾动摇，改变的只是方式，这是一

种建立在与世界签订停战协议基础上的

握手言和。

一、在迷茫与伤愁中寻觅人生归处

《后会无期》作为韩寒的电影处女

作，也是“公路三部曲”的开端，尽管本片

在挖掘人性本质、反映时代矛盾以及叙

事方法上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但

总体来看，影片中所反映的三个主角在

青春正当时所面临的友情与爱情思考、

对未来前路的迷茫无措、对于离别的伤

愁无奈，无疑映射了我们大多数人的青

春岁月。影片中出身小村庄的三个青年

面对人生的变化选择了踏上未知的旅程

来寻找前路。作为初出茅庐的三个青年

人，他们带着迷茫求索和期待憧憬出发，

在旅途中经历了关于友情、爱情、亲情三

大情感的考验，经历了背叛和失望，茫然

和纠结，看到了生活的真相……韩寒的

《后会无期》用一种滑稽中带着忧伤无奈

的叙事形式，将青年人在青春的十字路口

面临的未知、无措、巨变、哀愁展现的淋漓

尽致。而最终，三个青年在经历了情感和

现实的考验之后，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归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否绝对

正确，正如我们也不确定自己脚下的路是

否能够通往未来，但这就是青春，在迷茫

中求索，寻找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再将《后会无期》与后面的《乘

风破浪》、《飞驰人生》相比较，明显可以

发现韩寒的电影在初期没有太多的无畏

和热血，更多的是对人生对世界对未来

的怀疑和无奈，表达的是十几岁的青少

年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在现实

中摸爬滚打了一番之后对于最初看法的

复杂情感。《后会无期》中的青年人对于

理想是没有具象的，只是一味的想要改

变现状，但却始终在追寻探索。试问有

多少人的青春是目标明确，是非黑白对

错分明的呢？故事中的浩瀚是广阔虚

幻，江河是颠簸未知，因为迷茫与求索，

正是大多数青春最开始的模样。

二、在对立与反抗中完成成长蜕变

再来看《乘风破浪》，相比之前的《后

会无期》，这部影片的进步是肉眼可见

的。第一，影片故事格局变小，但情节更

完整明晰。《乘风破浪》的故事紧密围绕

一对父子之间的对立与包容，故事的前

因后果都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在亲情线

和友情线上更加完整有序。第二，《乘风

破浪》中主角的矛盾和情感以及梦想都

更加明确清晰。相较于《后会无期》中的

万般盲目，《乘风破浪》紧紧围绕徐太浪

与父亲徐正太之间的父子矛盾，而主角

对于赛车梦想的执着坚定促使他甘愿为

之与亲人与世界对抗到底。从《后会无

期》到《乘风破浪》，青年人从青春迷茫到

目标明晰，信念坚定，勇气倍增进而选择

与世界对抗，不再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

义和盲目碰撞，没有了《后会无期》中对

前路的迷茫无措，对现实的无奈哀伤。

第三，《乘风破浪》首次体现了韩寒电影

的“和解”倾向。电影中主角徐太浪在初

期对父亲是满腔怨愤的，诸多对现实的

不满转化为对梦想的执着坚守，以此作

为与父亲抗衡与世界对峙的方式，但是

最终他还是改变了。他意外穿越回父母

所在的时代，看到了自己不曾了解的父

母的过去，理解了父母的苦衷，终于在内

心放下成见和执念，选择与父亲和解，也

与世界、与自己和解。

从《后会无期》到《乘风破浪》，韩

寒电影中的主旨越发鲜明，情感更加

具体明晰，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更为理

性沉稳，从迷茫到反抗，从寻找道路

到坚守道路，从初出茅庐的天真理想

主义到身临其境的脚踏实地，这是一

种心态和能力的成长蜕变。

三、在寻梦与追梦中实现自我价值

到了公路三部曲的最后一步《飞驰

人生》，韩寒电影已经将叙事焦点从青年

人转移到了中年人身上，从思考亲情友

情转移到追寻理想上。同《后会无期》和

《乘风破浪》相比，《飞驰人生》与前两部

影片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当然也有艺术

表达上的成长。韩寒在《飞驰人生》中所

表现的对世界对人生的态度转变是明显

的。第一，不再拘泥与细腻情感和心态

的讨论而是扩大格局讲述生活与梦想之

间的权衡。人的成长无非就是走出小我

实现大我的过程，最开始看重的东西往

往之后看来无关紧要甚至有些矫情，最

终还是会来到生活与梦想这个人生大主

题上。第二，故事中张弛经历了年少轻

狂之后，中年落魄的他在历尽沉浮后已

经学会了低调隐忍，面对侮辱和刁难，面

对挫折和困境，他已经习以为常学会接

受并直面问题不断寻求解决方式。这说

明到了《飞驰人生》，韩寒电影中对于世

界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对抗和嘲

讽，而是学会了接受现实的残酷和不公，

接受人生的遗憾和悔恨，但又不就此沉

沦，而是坦然接受了这一切依旧坚守初

心，换一种方式面对生活，克服万难依旧

坚持追寻梦想，实现自我价值。

从《后会无期》到《飞驰人生》，如果

单纯根据故事主角对待世界和人生方

式态度上的转变，就认为韩寒人至中年

与世界“和解”是一种妥协和臣服，是被

生活磨平了棱角，那就大错特错了。因

为从《后会无期》到《飞驰人生》，韩寒电

影对梦想的执念是自始至终从未动摇

的。无论是青春的迷茫求索，还是青年

的反抗反省，再到中年的热血追梦，韩

寒电影始终都在致力于改变现状，追寻

梦想。改变的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的

方式。世界从来都是这样一副模样，反

抗叛逆与和解都是对待世界的方式，区

别就在于前者永远无法走进现实看清

生活本质，只是一味困于偏见的囚笼，

而后者则能够在看清了世界的本质后

依然保持对梦想的热爱。所以我们说，

从《后会无期》到《飞驰人生》，韩寒电影

的“和解”之路并非一种对初衷的动摇

和对现实的妥协，而是建立在对梦想不

懈追求基础上的一种更理性有效的与

现实相处之道。

（韩坪均系河北传媒学院舞蹈艺术

学院讲师；姚温丽系河北传媒学院舞蹈

艺术学院副教授）

■文/王小静

从《后会无期》到《飞驰人生》看
韩寒电影的“和解”之路

■文/韩坪均 姚温丽

2010年上映的《海洋天堂》是国内

首部反映自闭症的电影，题材取自导演

薛晓路十多年志愿者的亲身经历。影

片讲述了父亲王心诚（李连杰饰）和自

闭症儿子大福（文章饰）的温情故事，父

子间的细节动作是影片最为打动观众

的地方，细腻的故事情节为该片赢得了

许多好评。影片上映之后在第13届上

海电影节传媒大奖中一举囊获最佳影

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新人导演三项大

奖，成为该届电影节的最大赢家。本文

从电影《海洋天堂》走近那些“星星般”

的孩子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理解他们

的父母亲情，从而呼吁社会大众对自闭

症以及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好

的去理解、接纳和帮助他们。

一、电影艺术折射现实人生的残酷

根据医学调查，全世界儿童被诊断

为自闭症患者的超过1%。无疑自闭症

儿童就在我们身边。《海洋天堂》导演薛

晓路曾在国内首家自闭症学校“星星

雨”担任长期义工，2010年她将自己的

所见所闻改编成这部充满温情的电影，

影片浸润着无限的深情向我们讲述了

患有癌症的父亲王心诚与自闭症儿子

大福之间的感人肺腑的亲情故事。大

福的母亲在大福小时候发生意外丧命，

此后单亲父亲带着病儿大福一起生

活。然而，命运之神再次向这对可怜的

父子开了个玩笑，王心诚忽然被查出肝

癌晚期，只剩不到四个月的生命。比起

生命终结的威胁，自闭症儿子大福的安

置是王心诚最大的一块心病。21岁的

大福，福利机构嫌他年纪大，养老机构

又嫌他年纪小，没有地方愿意收留他。

万般无奈之下，王心诚开始教大福自

理，希望他去世后，大福能够好好照顾

自己。

电影艺术源于生活，但它的意义不

仅在于将生活的日常进行艺术加工，还

在于能够从温吞的生活中抽象出反映

生活的艺术镜像。影片《海洋天堂》源

于生活，大福的原型是“星星雨”的创办

者田慧萍的自闭症儿子杨弢，剧情在他

们的故事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改造和加

工，影片中还加入了许多公益元素，最

终通过影像的形式让我们更加深入地

了解那些自闭症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

并将当前公益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摄入

其中。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的

生活现状，引发社会和人们更多的关

注，突显出对自闭症群体以及所有的弱

势群体强烈的人文关怀。

二、对社会角落投上关注的一瞥

自闭症儿童又被称作“来自星星的

孩子”，他们表面与正常的孩子无异，但

却只生活自己的世界里，就像独自闪烁

在天空中的星星，遥不可及。影片中的

大福是一个自闭症儿童，视力正常，却

不愿与人对视，即使对于自己的父亲也

不例外，王心诚教他认钱买东西，他的

目光也不会汇集在桌面上，父亲捧着他

的脸强迫他对视，不一会儿他就又会把

脸转向别处，他无法体会父亲的焦急与

无奈。

西方很多电影中自闭症患者都是

天才或者怪才，但现实生活中，有异于

常人的天赋和能力的自闭症儿童只占

极少数。据统计，70%左右的自闭症儿

童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智力障碍、自控力

差、多动，因而无法接受系统正规的教

育，在人多的地方会紧张，有的甚至会

不断尖叫，更有甚者存在暴力倾向。影

片中的大福，虽智力正常，游泳上有很

强的天赋，但行为上依然呈现出刻板和

重复性，他要求一成不变，父亲将电视

上的毛绒狗拿下来，他又会放上去，来

来回回重复，乐此不疲。鉴于此，大福

成年后就再没有学校或者机构愿意接

收他。

三、爱与理解是生命延续的力量

在《海洋天堂》中功夫巨星李连杰

第一次弃武从文，饰演了一位慈祥的有

责任心的父亲。李连杰对患绝症的父

亲这一角色的把握和打磨可谓十分精

准，既将内心深处对儿子深沉的爱表现

出来，又将一位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患

者的复杂心情诠释得淋漓尽致。影片

从细节中透露出真挚的父子情，父亲生

离死别时那种肝肠寸断的痛，紧紧地抓

住了观众的心。

影片结局美好，大福最后不仅能

够生活自理，而且在海洋馆找到了工

作。本片通过影像给人以希望和力

量，但现实的生活往往比电影要残酷

的多。事实上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每天

承受的压力何以与特种部队在执行任

务时所承受的压力相匹敌。有的父母

选择逃避，抛家弃子，消失得无影无

踪，更有甚者会带着孩子一起结束生

命。而影片中大福母亲因接受不了儿

子患自闭症，选择了自尽。孩子是父

母生命的延续，而星儿的父母生命无

法得到延续，该从哪里寻找生命的意

义？给予星儿的父母更多的关心和帮

助是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大

众了解和接纳自闭症人群及其家庭，

使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大家庭之中，

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四、《海洋天堂》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影视明星具有一定号召力，《海洋

天堂》由李连杰、文章等众多明星共同

演绎，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

一社会问题上来。李连杰发起了“壹

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关注特殊残障儿

童，为其提供相应的医疗和生活便利，

该计划与国内自闭症机构联成一个有

效的网络工作模式，旨在为这些儿童

架起一座融入社会的桥梁。

世界著名的电影大师巴赞说过：

“电影是特殊的爱的艺术，这点胜过其

他任何艺术品类。”影片是一系列社会

现实缩影的投射，通过影像的方式揭

露出社会公共福利设施不完善、社会

救助不及时、医疗条件有限等众多弊

端，这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

注。高龄生产是自闭症的诱因之一，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高龄产妇的数

量将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导致自闭

症儿童数量的增加。因此，自闭症人

群的对治与管理将成为一个日益重要

的社会议题。

《海洋天堂》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温

暖而感人的故事，在平凡中向我们展

示了浓浓的父子深情。王心诚去世

后，大福最终学会了照顾自己，并在海

洋馆里找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

作，这样的结尾，含蓄而美好。当海洋

馆的电话铃声响起，大福看向电话，这

个电话是玲玲打的，我们可以想象接

下来要发生的美丽故事。这种温馨的

结局，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一种社会情

感，并呼吁大众从内心深处真正去关

注自闭症群体，去帮助和爱护他们。

目前，在我国，关于自闭症在政策和社

会服务等各个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这就要求我们对自闭症群体更多的关

注、理解和支持，积极弥补不足，帮助

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

院讲师）

一、女性表象审美中的视觉愉

悦表现

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生于奥地利

维也纳，一战后陆续在好莱坞制片厂体系

中指导一些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影

片。在认识到德国新生的、还未完全商业

化的电影市场比起美国趋于成熟的商业

电影体系更能满足室内剧回报在商业化

的电影市场中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性后，斯

登堡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的需求回到

了德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德国

拍摄了一系列对现实高度敏感、具有独特

角色设计与道德批判性的室内剧作品，在

德国民族电影的发展中影响深远。1920

年代初的德国室内剧电影是由室内剧的

衍生出来的艺术形式，深受德国文艺界

“回归内心世界”的思想潮流以及莱因哈

特的室内戏剧的影响，在表现对象上崇尚

相对客观的实际现实，追求塑造能表达基

本现实与体现角色内心的动作和行动；在

拍摄手法上采用客观镜头、室内全景来展

现出一种类似戏剧舞台般的效果，从外而

内地展现角色的内心状态。尽管斯登堡

并不认可自身的“美国导演”身份，也对好

莱坞类型化的故事编排与美国式的传统

的保守价值观十分不满，但在室内剧的角

色形象上，斯登堡却成功塑造出了一系列

妖艳性感的形象：《蓝天使》中的德国舞女

洛拉、《摩洛哥》中的法国歌舞表演歌手艾

米·乔利、《放荡的女皇》中的俄国女皇卡特

琳娜等。斯登堡运用了质感细致的光线

与细节颇多的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洛拉描

绘为了世界电影史上最具吸引力和神秘

感的性感歌女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蓝

天使》中的性别表演与通过观看与被观看

完成的主体建构恰恰以反身性的形式指

向了室内剧电影本身——作为室内戏剧

的衍生艺术，室内剧电影本身就是在多重

封闭的环境中（故事中的室内—戏剧舞台

内—电影画框内—电影院内）发生的凝视

和误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斯登堡在

《蓝天使》中所营造的女性表象审美不只

是构成奇观的视听元素，也构成对有关当

时德国社会历史现实、社会政治状况等多

角度阐释和批评的可能性分析。斯登堡

的室内剧与保罗-津纳尔等导演相比以让

人印象深刻的摄影技术和导演方式显示

出更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他指导的室

内剧的影像结构、照明和摄影都借鉴了德

国表现主义的特征，用不同明暗的对比陪

衬营造出暧昧或矛盾尖锐的氛围，镜头中

的玛琳·黛德丽极富性感魅力与唯美绘画

感，使角色具有了一种超越简单情节的心

理力和特殊的技术含量，斯登堡也被认为

是德国早期电影史中最具浪漫倾向的导

演之一。

二、从叙事电影中的凝视到对

社会道德的观察

斯登堡在一系列爱情主题的情节剧

中描绘的女性表象审美不仅联系着观众

的性幻想机制，而且以心理向度的深度

开拓尽力联系着人物的性格，在对男性

观众的视觉起到直接刺激的同时直接表

达出斯登堡对下层阶级生活中的女性以

及爱情的态度。《蓝天使》的性感表象在

叙事的环链中与艾玛拉斯的叙事视角有

着剪辑性的关联，“看与被看”的意义,在

这一层面上被赋予了社会批判与道德嘲

讽的信息。在现存种类繁多的各种评述

中,斯登堡的室内剧不仅由有关特定类

型的人物性格与性别深层心理;与传统

的室内剧电影比较,《蓝天使》表现出了

更为突出的现实主体立场,注重社会批

判和寓言式的象征，显示出更为强烈的

批判性色彩。《蓝天使》的凝视中所体现

出了超乎同时代其他室内剧电影的心理

和表现主义特征，斯登堡利用精湛的室

内照明方式与表现主义经验的布光技

巧，将人物的心理冲突隐藏在精心设计

的表情动作之中，继而通过演员细腻的

角色塑造，以及摄影机特写镜头向观众

展示角色面容背后的内心感受与价值观

念，这一做法在凝视过程中具有的阐释

学可能性，或许这正是具有好莱坞与德

国（奥地利）身份的斯登堡在双重文化视

野中。

《摩洛哥》再次在室内剧电影简单的

故事情节中展开，斯登堡在简化过的社

会坏境与着重装饰和画面细节的浪漫视

觉主题中讲述爱情故事。考究的摄影方

式，颇具德国室内戏剧舞台风格的室内

布景装置、精致的光影对比都将人物的

内心情感和心理信息外化为视觉性的因

素。黛德丽在剧中再次饰演了一位极具

性感魅力的法国歌舞表演歌手艾米·乔

利，她周旋于富有的法国富商柏西和拈

花惹草的雇佣兵布朗之间，影片通过精

美的构图与明暗对比将摩洛哥的异域风

情和背景环境精美地呈现了出来。在片

尾处，艾米毅然放弃了虚伪的中产阶级

道德，脱下高跟鞋赤着脚追赶正在出城

的布朗，这一动作细节在心理层面充分

表现了艾米的觉醒。这种在真实的环境

中刻画角色的心理活动是德国室内剧的

典型的处理方式，而斯登堡将德国室内

剧电影忠于社会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带

回了好莱坞。

三、现实观照中的人文关怀精神

室内剧由于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剧

内事件发展时间空间变化较小，故事也

设定在日常、现实、当代的环境中，在表

现方式与表达手段上，室内剧电影由于

空间和时间有限性的存在相当的创作限

制，对电影氛围的渲染也并不大量依靠

布景与激烈的戏剧冲突。在斯登堡看

来，电影是一个看似简洁但每个部分都

必须具有其作用的综合系统，因此尽量

少用非形象性的冗长对白和字幕，而是

通过可见形象来传达戏剧性内容；他还

要求演员的表演也注重日常生活中简单

平实的特性，避免夸张。

斯登堡创作的诸多室内剧电影在故

事内容和架构上使用简单的情节剧框

架，多取材自流行的世俗小说或戏剧作

品，将它们从“室内”戏剧或相似的结构

扩展到反映现实生活的心理画像。《蓝天

使》就改编自亨利希·曼的小说《垃圾教

授》，但斯登堡将全景式的小说描写转换

为了以艾玛罗斯为主角，以讲述悲剧爱

情故事为主线的封闭结构，将电影表现

导向了心理层面，突出主人公不同状态

下的内心情绪与悲剧特征。斯登堡借鉴

了在好莱坞盛行的爱情情节剧的特征，

但在男女爱情冲突的外在矛盾下隐藏了

悲剧性的故事内核，以及面向社会底层

生活的人文关怀精神。他把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典型人物放置在底层社会的矛盾

冲突中，在蛇蝎美人的视觉愉悦以及俊

男美女梦幻恋爱的表象下将角色的心理

表现作为了画面展示的重点，呈现出与

美国好莱坞的纯戏剧性电影完全不同的

故事走向与价值内核。艾玛罗斯教授之

死不仅是因为与洛拉的情爱纠葛，更是

中规中矩、毫无意义的人生在为理想尽

全力追求后仍然无法得偿所愿，只能自

我毁灭的命运悲剧。这一现实生括中的

小人物的毁灭命运折射出的是深刻的社

会现实，怀抱着拯救学生心愿的理想主

义者和道德卫道士在备受嘲讽和欺骗之

后，最终为（无法拥有的）爱而死，宣告了

资产阶级传统的高贵理性精神、矜持的

自律传统等古典知识分子尊严的终结。

（作者系东南大学成贤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