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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宝民

近年来，国产青春片常常给人以惊喜之

感，与此同时，那些似乎已成公式的俗套桥段

或叛逆人设也屡遭诟病。而魏书钧导演的《野

马分鬃》，可以说给这股潮流增添了些许稳重

甚至沧桑。尽管表面看起来很写实，但笔者仍

然愿意把这部电影解读为一则寓言，有关被规

训的青春的寓言。

对于成长中的人生来说，学校、职场、家庭

乃至情感领域，充满了亘古不变的规则。我们

无法超越，但也不愿意完全顺从它们，尤其对

于大四毕业即将走入社会的学生一族，来自这

些领域的压力一股脑儿袭来，令人难以从容淡

定，所以有人形容大四的色彩是“黑色”的。那

怎么办呢？一种策略是调侃，玩世不恭，这其

实是一种犬儒式的妥协态度，时下颇为流行，

尽管隐蔽在话语策略之下，但有时却被赞美为

至高的批判。还有一种策略，就是直面人生的

残酷和荒凉，不希望将青春的生命浪费在这种

每天循规蹈矩的教科书式规训当中。

《野马分鬃》的价值取向显然倾向于后

者。男主人公在上述领域的叛逆及失败令人

动容，就像大梦初醒，热血渐凉，但仍能感受到

尚未彻底冷却的余温；某一瞬间，仍能忆起昔

日“野马分鬃”般的狂野姿态，刻画出草原上风

的形状。而青春已逝，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也

随风飘散。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

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

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一般青春题材很容易陷入空泛的荷尔

蒙亢奋状态，以及“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虚假

文艺腔调。但《野马分鬃》很好地回避了这

些弊病。影片至少从以下几个维度，给这个

略显单薄的青春故事增添了些许厚重的生

活质感。

首先是对“车迷”亚文化的呈现及利用。

汽车与电影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密切，

以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公路电

影。这是青年人的亚文化。但都市青年人对

于汽车的痴迷又可粗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

的私家车（往往是法拉利之类的所谓“豪车”），

一种是片中所谓“越野一族”，后者不屑于城市

拥挤的交通，而更向往边疆开阔的公路，尽情

驰骋的豪情。他们所钟情的往往是吉普之类

的越野车型。导演将这两类“车迷”及其生活

和情感拿捏得十分到位。

影片甫一开场，便是驾校内“规训”与“叛

逆”的冲突。接下来，便是二手越野车与一众

都市豪车车型的格格不入，以及女友不易察觉

的“势利眼”。二手车车主手机里的草原越野

视频（所谓“越玩儿越野”），埋下了激发起主人

公内心狂野的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

颗种子开始萌芽、生根、壮大，直至都市的道路

已容不下这颗“参天大树”。这是有关主人公

内心欲望的很有趣也很有效的“提喻法”。导

演将这个“提喻”贯彻始终，驾轻就熟地完成了

“被规训的青春”的叙事。

与“车迷”亚文化紧密相连的，是有关“地

理的隐喻”：内蒙古和香港。一边是想象中的

蛮荒自由之地，一边是穴居男女的安稳之所。

男女主人公南辕北辙的“诗与远方”，注定了这

对情侣后来的无疾而终。

此外，“公路电影”离不开音乐，无论是摇

滚乐还是嘻哈音乐。本片当然也不例外。唯

一的区别是：摇滚乐是属于荒野的叛逆类型，

而嘻哈过于都市化，却呈现出叛逆的外表。后

者完全不适合在广袤的旷野中驰骋作为背景

音乐。

从上述意义上说，这部影片可被看作是一

部“未遂”的“公路电影”。在笔者看来，比起真

正的“在路上”，这种仅仅停留在梦中的野马和

草原或许更有味道，更加令人唏嘘。

其次是“片场”亚文化的呈现和利用。因

涉及很多知名导演和电影，学界往往将本片归

为“元电影”或“迷影文化”。但在我看来，这只

是主人公职业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就像若表现

厨师必然进入厨房一样，表现片场必然涉及

“片场”亚文化，具体地说，是片场的等级秩序，

及其对主人公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因为社交媒体和追星热潮的缘故，片场

文化在今天已然不存在神秘感。本片导演魏

书钧是中国传媒大学录音专业本科毕业，后

又回母校攻读导演方向研究生，开过几间影

视公司，这是他很自然的生活阅历。他展现

片场的原由，与其说是“迷影文化”或“元电

影”，不如说是自己的自传性人生片段而已。

难得的是，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一般片场的“权

力关系”，并用不太迷影的方式呈现了这种关

系。这种自觉的片场意识形态在他下一部作

品《永安镇故事集》（2021）中得到了更加充分

和有意味的呈现，可被称作“电影生产社会

学”。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在片场故

事中的寓言性映射。

回到本片，作为录音师，在片场本应获得

和导演、摄影一样的地位，况且录音工作一直

延续到后期剪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一

般草台班子里，录音的地位往往被忽视，例如

在补录环境音或现场录音欠佳时往往被导演

要求后期补救（Foley或ADR）等等。这便是片

中男主人公，一位录音专业的大四学生，经常

和导演、摄影等部门发生冲突的职业原因。

至若家庭、学校和社会关系中的规训与

惩罚，以及有关“野马分鬃”的太极隐喻之类，

已有诸多评论，在此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

是，关于虚假的草原和野马意象，在片末，导

演一反之前的热心铺垫，给出了笔者称之为

“浪漫主义的谎言”的赤裸真相，随着男主人

公的头型从“野马分鬃”式渐渐变成“板儿

寸”，影片最后也来到了笔者称之为“现实主

义小说的真实”时刻（借用法国哲学家勒内·
基拉尔的术语）。

当然，也不能回避本片中那些值得注意的

“用力过猛”之处。电影处女作的普遍弊病是

导演不善于有效地隐藏自我，这部影片也概莫

能外。从一开场的“驾校”冲突段落，到男主人

公的坐骑、发型，以及更明显的关于野马和草

原的隐喻等等，都显得过于直白。不过，好在

有充沛的人生经验以及生动的细节充斥其中，

折中了天马行空的狂野思路。

另一方面，比起圆熟的叙事策略，笔者尤

其珍视处女作中常常显露的那种锋芒毕露的

笔触。但在目前的语境下，或许选择某种太极

招数亦未尝不可。只不过，年轻人过早地习得

某种太极招数，未免不是一种悲哀。

这是一部没有野马更没有草原的青春

电影。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野马分鬃》：

被规训的青春的寓言
■文/饶曙光

在近些年电影市场涌现的罪案题材电影

中，由恒业影业、潇湘电影集团等拍摄的影片

《门锁》（五百监制，别克导演，白百何、白客、

范丞丞等主演）不仅因为上映两周票房破2亿

惹人注目，也因其“首部专注于独居女性犯罪

片”的定位而引发热议。

实际上，《门锁》的构思来源于西班牙

2011年的惊悚电影《当你熟睡》。2018年韩国

将《当你熟睡》的加害者公寓管理员视角改成

了被害者女主视角，加入了更多的惊悚元

素。《门锁》的翻拍，可以说是对原有电影的第

三次加工。在创作过程中，《门锁》在风格上，

突出惊悚、恐怖、悬疑、犯罪等不同电影类型

间的相互杂糅与融合，追求影片的观赏价值

和商业价值；在内容上增添本土化的改编，强

调独居女性安全社会议题，赋予影片贴近当

下的时代感和现实主义色彩。然而影片想表

达的并非仅限于此，创作者试图流露出充沛

的社会关怀意识，指出都市女性安全问题并

非完全是性别矛盾的延伸，而是都市病症的

体现。

一、类型杂糅提升影片观赏性

类型的演变与革新一直是国产商业电

影创作者们不断拓展的重点，通过不同类型

的组合以实现创新式表达更是创作中的难

点所在。《门锁》作为近期上映的复合类型影

片，在这方面作出了大胆尝试。该片本质是

一部犯罪题材电影，讲述心理变态的宠物医

生郑飞蹲守在女主方卉的出租屋伺机侵犯

女主的故事。但创作者融入惊悚、悬疑、警

匪等电影类型元素，极大提升了影片的可看

性和观赏效果。

惊悚片是恐怖片的一个重要的亚类型，

旨在刺激观众观影时的紧张、恐惧心理，强

调紧张感与焦虑感。本片的惊悚、恐惧情绪

主要源于周遭环境与角色、观众心理的碰

撞。门锁之外，女主小区所处的社会居住环

境极为简陋萧条且安全隐患扎堆，过道幽暗

闭塞，监控只是摆设，非业主亦可来去自如，

影片以蓝、绿、黑冷色调影像来呈现这一空

间令观众不寒而栗。而门锁之内的卧室则

更加令人恐惧。床下、衣柜等日常空间本该

是私密而安全的，但电影利用其隐蔽性将罪

恶藏匿其中，待到被发现之时瞬间击破观众

心理防线。方卉在家中床底发现中介尸体

的情节紧紧抓住观众焦虑、紧张的心理，而

尸体脸部的特写亦成为本片极具代表性的

惊悚镜头。

悬念在剧作中，往往体现为观众与主角

获得同样的信息，涉及一种希望的情感和一

种恐惧的情感，以及一种不确定的认知状

态。电影开篇以一名独居女性的被害、神秘

黑暗男子剪影的出现埋下恐慌的种子，定下

悬疑的基调。接着以被侵害者女主方卉的视

角展开故事，将施害者郑飞隐匿在女主身边

众多令她不安的男性之中。透过方卉的视

角，我们发现每当夜幕降临，屋内似乎有人走

动，白天卫生间的手纸像是被动过，门把手遭

人疯狂拉拽，智能门锁上也出现了别人的指

纹……种种细节指向一个“入侵者”的存在。

而行为诡异的保安、蛮横诡诈的中介、意图不

轨的领导似乎都想“登堂入室”，不曾露面的

网友、阳台对面的神秘人、斯文正派的宠物医

生也难逃嫌疑……疑窦丛生下，入侵者究竟

是谁这一问题牢牢牵引观众的思绪。

直到影片过半，方卉发现床下中介尸

体，保安、领导和闺蜜连续遇害，影片前半部

分一直延宕、流转的入侵者、罪犯身份才逐

渐固定在宠物医生郑飞身上。此时，疑云虽

消散，矛盾却更加尖锐，影片也向着警匪片

的方向发展过去，警察、罪犯、受害者的对峙

冲突支撑起影片后半部分。其间，囚禁方卉

的密室、猛扑撕咬的恶犬、警察与郑飞的搏

斗、追逐、枪战奉献出许多“高能名场面”。

如果说前半部分是悬疑与惊悚合二为一的

悬疑惊悚电影，后半部分则是犯罪警匪片，

前后虽有割裂，但从头到尾持续地为观众带

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吸引力。正如导演别

克所认为，剧情虽然戏剧化了些，但对于观

众来说也更加“过瘾”。

二、独居女性的生存困局

一直以来，女性安全都是社会安定的一

大隐患，但并没有得到电影应有的关注和表

现。在中国，约有4000万的独居女性，她们往

往处于弱势乃至“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正

如影片中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不断播报着

独居女子遇害事件，当下独居女性遇害、遭遇

侵犯的社会新闻亦层出不穷。在影视作品

中，反映独居女性生存现状题材一直是空缺

的，《门锁》以类型杂糅的犯罪片形式介入当

下热议的独居女性安全议题，具有首创性意

义。在电影的前半段中，创作者以种种细节

揭示单身独居女子生活的谨慎与不易。电影

伊始受害女性在门后放置兔子门挡，方卉为

了装作家中有男人居住，在阳台上晒上男人

的衣服、鞋柜上放上了男人的鞋子……这些

细节正是现实中单身女性的居住状态的真实

写照。创作者借助电影媒介，将这一社会现

象呈现于大众视野，引发人们对这一独居女

性安全话题的热议与重视，彰显电影应有的

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

影片除了聚焦女性独居安全的问题之

外，还试图通过方卉的经历去展现更广阔的

都市女性生存状态。白百何以其细致入微的

演技，塑造了一位都市大龄独身女打工人的

形象，疲惫无奈地应对着生存在这个城市中

的种种困扰。方卉与无数都市打拼女性一

样，会遇到脾气刁钻的客户、会在便利店解决

午餐、会因为通勤时间和租金纠结租不租房

子、会在坐地铁时被陌生中年男子“揩油”、会

被黑中介威胁、会面临职场性骚扰、被家里催

婚……她不像是一个人，而是无数独居女性

的集合体、都市女性群体的代表。影片最后

方卉爆发出了自己心中积累多年的怨气，她

抡起棍子狠狠地打向宠物医生，许多观众叫

好的同时又感叹为什么不是女主闺蜜开的最

后一枪，而是颤颤巍巍的警察。我们总期望

在电影中看到现实中未能实现的心愿，弥补

现实中的遗憾。无法否认，女主的暴力行为

彰显女性反抗的力量，但女性的生理力量毕

竟有限，实际生活中她们仍是弱势，而受害女

性公道的讨回也大多依赖警察和法律。《门

锁》这一处理方式可以说是在类型电影中保

留了现实题材的本色，将观众昂扬的情绪拉

回真实的社会中。如同片尾车里广播再次响

起歌声一般提醒大家，危机尚在我们身边，尚

未被想象性解决。

三、社会关怀意识破除性别对立

在凸显独居女性人身安全危机的同时，

创作者并未站在性别对立的视角上，把男性

角色全部都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形象，激化

性别矛盾。而是立足社会关怀意识，以揭开

都市社会病症的方式，思考如何解决独居女

性安全问题。

中介因为租客不愿意提前搬家，做出威

胁、私自闯入家门、试图绑架威逼租客。领导

为 了 占 有 下 属 ，诱 骗 其 参 加 酒 局 施 加 暴

力……这些都是现代都市中见怪不怪的“生

理病症”。而不易察觉的是那些潜藏在个人

意识深处的“心理病症”。西班牙电影《当你

熟睡》中公寓管理员属于不折不扣的变态，他

的犯罪行为基于“倘若别人不开心，我就会开

心”的无理由式恶意。韩国电影《门锁》则将

公寓保安的犯罪动机从社会阶层角度合理

化，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一直被人所看

不起。而在别克导演的《门锁》中，保安一角

转变为沉默的“保护者”角色，因为在偌大的

城市，只有女主注意过他。而他的内心孤独、

自卑，只能以默默的、暴力的方式“保护”方

卉。宠物医生郑飞做出实质性的侵害女性的

行为，则主要源于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逐渐

扭曲了他的内心。因此，“门锁”于影片而言，

不仅意指现实中的门锁和女性人身安全的保

障，它亦是心理的门锁。现代都市每个人都

或多或少背负着生存的、精神的压力，这些压

力、病态的情绪需要释放，如此才能平衡个人

心态，而紧闭着心锁将其压抑住，却存在促使

其发酵成罪恶之源的风险。电影《门锁》试图

指出无论是都市女性的的安全，还是社会中

女性整体的安全，仅仅依靠女性的自我防范

和警察的围追堵截是不够的，同样，仅仅归因

于性别之间的对立亦是狭隘的。

经过类型化打磨和本土化改造后，《门

锁》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引发的社会反响皆不

输前两版本。尤为值得赞叹的是，创作者取

材于女性话题，却并未落入男女对立的创作

误区中，而是以更开阔的社会关怀意识积极

调和性别矛盾，探索影响都市女性人身安全

的深层社会因素。最终，使得这一作品在国

内近期犯罪类型电影中一枝独秀。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 最佳故事片

《中国医生》

《守岛人》

《我和我的家乡》

《我的姐姐》

《革命者》

《悬崖之上》

▶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

《八步沙》

《又见奈良》

《冰下的鱼》

《哈日夫》

《随风飘散》

▶ 最佳儿童片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再见吧！少年》

《红尖尖》

▶ 最佳外语片

《匹诺曹》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波斯语课》

《狼行者》

《就爱断舍离》

▶ 最佳戏曲片

《三滴血》

《四郎探母》

《包公三勘蝴蝶梦》

《南越宫词》

《新铁弓缘》

▶ 最佳纪录/科教片

《一起走过》

《九零后》

《大学》

《光语者》

《棒！少年》

▶ 最佳美术片

《白蛇2：青蛇劫起》

《立秋》

《许愿神龙》

《济公之降龙降世》

《最可爱的人》

▶ 最佳编剧

余曦、黄欣、赵宁宇《1921》（原创）

张力《冰下的鱼》（原创）

陈力、丁涵、赵哲恩《守岛人》（原创）

高满堂、李唯《我的父亲焦裕禄》（改编）

梅朵、登巴达吉、泽让闼《随风飘散》（改编）

管虎、吴兵、张珂、京瑜《革命者》（原创）

▶ 最佳导演

尹力《没有过不去的年》

张艺谋《悬崖之上》

黄建新、郑大圣《1921》

韩延《送你一朵小红花》

路阳《刺杀小说家》

▶ 最佳导演处女作

于飞《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旦真旺甲《随风飘散》

宝音格西格《哈日夫》

贾玲《你好，李焕英》

▶ 最佳男主角

于和伟（《悬崖之上》饰周乙）

刘烨（《守岛人》饰王继才）

张译（《悬崖之上》饰张宪臣）

易烊千玺（《送你一朵小红花》饰韦一航）

郭晓东（《我的父亲焦裕禄》饰焦裕禄）

▶ 最佳女主角

刘浩存（《送你一朵小红花》饰马小远）

刘敏涛（《再见吧！少年》饰周岚）

张小斐（《你好，李焕英》饰李焕英）

张子枫（《我的姐姐》饰姐姐（安然））

▶ 最佳男配角

朱亚文（《中国医生》饰陶峻）

刘培清（《八步沙》饰高岭贤）

肖央（《我的姐姐》饰舅舅（武东风））

范伟（《一秒钟》饰范电影）

谢霆锋（《怒火?重案》饰邱刚敖）

▶ 最佳女配角

丁柳元（《我的父亲焦裕禄》饰徐俊雅）

朱媛媛（《我的姐姐》饰姑妈（安蓉蓉））

刘佳（《你好，李焕英》饰李焕英（中年））

周也（《1921》饰杨开慧）

索朗旺姆（《随风飘散》饰桑丹）

▶ 最佳摄影

赵小丁《悬崖之上》

赵晓时《没有过不去的年》

钟锐《送你一朵小红花》

曹郁《1921》

韩淇名《刺杀小说家》

▶ 最佳录音

王钢、刘晓莎、熊艺《刺杀小说家》

杨江、赵楠《悬崖之上》

杨菁奕《1921》

周磊、武磊《我的姐姐》

陶经《一秒钟》

▶ 最佳美术

李淼《刺杀小说家》

李鹏《冰下的鱼》

林木《悬崖之上》

林潮翔《一秒钟》

霍廷霄《革命者》

▶ 最佳音乐

于飞《刺杀小说家》

杨一博《我的父亲焦裕禄》

陈光荣、陈永健《中国医生》

高小阳《我的姐姐》

窦鹏《革命者》

▶ 最佳剪辑

于柏杨《1921》

朱利赟、朱琳《刺杀小说家》

杨红雨《革命者》

周元《一点就到家》

钟炜钊《拆弹专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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