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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映的国产新片《门锁》，其实

是惊悚故事“床下有人”的第三个版

本。它初见于 2011 年的西班牙电影

《当你熟睡》，这部在国际上获得丰厚商

业回报与良好观众口碑的悬疑佳作，之

后被韩国人改编为惊悚片《门锁》，并于

2018年推向市场；国产版《门锁》，正是

翻拍于这部同名的韩国电影。

选择以韩国版本为翻拍对象，无疑

是更稳健的商业策略。惊悚/悬疑片作

为韩国电影最成熟的商业类型，即提供

了基本稳定的类型叙事规则，在中国内

地市场也有广泛的观众认可度；韩国版

《门锁》在量大质优的同类影片中品质

中等，但不乏犯罪、恐怖等刺激性的商

业元素，片中对韩国社会弊端的指涉

（对女性的侵犯）同样贴近国内的社会

热点，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在于，相较于遥

远的西班牙，地缘和传统相近的中韩之

间更具文化上的亲近性，如果承认跨文

化/国家翻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文

化的差异性，也就是把一个异国故事本

土化改编为中国故事的话，这种亲近当

然可以降低改编过程中的文化折扣，或

者说，降低本土化改编的难度。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于，在翻拍已

经成为国产电影创作常规渠道的当下，

能够超越甚至持平原作的影片依旧屈

指可数，本土化的失当是公认的主因，

简而言之，用”中国的故事“为目标来衡

量，要么是故事中的价值观念、文化形

态、人情人理是非中国化的，要么是故

事在叙事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关系上

出了问题。它带来一种约定俗成的观

感——“水土不服”，可惜的是国产的

《门锁》也未能脱俗。

违背常理的情节改写

密码门锁在片中镜头的反复呈现，

使它不止是故事中的道具，更成为隐含

象征意义的符号。当锁被他人非法打

开，意味着依靠它来保卫的女性的私

密、安全和尊严遭到侵害；而女性只有

挣脱对“锁“的依赖，直面人性的变态和

邪恶，才能真正的获得解救。影片最大

的悬念就在于，是谁在开锁？

第三版故事对两版前作最根本的

情节改写就在此，从之前不起眼的公寓

管理员变成了收入颇丰的宠物医生。

如此改写的初衷应该是出于吸引

观众的考量，对惊悚片影迷而言，《当你

熟睡》和韩国版《门锁》的情节都不是秘

密，改变人设会带给这部分观众“熟悉

中的陌生感”；而对影片主要目标人

群-女性观众（“首部关注独居女性的

电影”）而言，外表斯文儒雅的医生明显

比鲁莽好斗的保安小吴更容易寄情。

但逻辑上的不合理也随之产生，公

寓管理员潜入住户的房间可以是借职

业的便利，医生一次次的出入怎么做到

不被发现？何况一心要呵护女主的小

吴还是公寓保安。改动人物功能，但又

要依托原片的类型框架，让《门锁》的故

事讲得扭曲拧巴，譬如医生和女主生活

空间全无交集的设置，让故事失去了

“凶手就在身边”带来的意外、震惊和反

转，缺失了类型独有的心理冲击，导致

网评中普遍诟病叙事“虎头蛇尾”。所

谓虎头，无非是前半段故事逻辑上的硬

伤，还能依靠声画营造的惊恐气氛勉强

掩盖，当后半程的叙事难以为继，匆匆

转向了警匪追逐的猫鼠游戏。

简单粗暴的价值表达

作为一种成熟的类型电影，惊悚片

并不只是提供单纯的娱乐快感，它的社

会价值在于通过娱乐的方式想象性的

解决“社会的问题”。有论者指出，惊

悚/恐怖片真正的反映了我们现代文明

中被压抑、压制和淹没的事物，这些在

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怀和合

理解释的事物，成为人们内心隐藏却无

法忽视的精神疾患。

西班牙的惊悚片兴起于本世纪初

的“欧债时期”，一夜之间曾经的好日子

烟消云散，导演豪梅·把拉格罗用《死亡

直播》、《当你熟睡》等影片，革新了惊悚

片的表达形式，他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

对人的异化，看到真正可怕的是人心的

恶，而这样的恶念在我们每个人心头都

存在。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经

济衰退，催生出了韩国的惊悚片浪潮，

观众被压抑的恐惧和焦虑，在这种不仅

廉价而且可以想像性抚平焦虑的影片

中得以释放。韩国版《门锁》中，女主人

公称这是一个什么都被“延迟的时代”，

包括爱情、家庭和幸福，这是对个人社

会身份迟迟得不到确认的焦灼；从宠物

医生、酒店大堂到公寓管理员，社会阶

层的断崖式下坠是男主“变态”的诱因，

他通过虚拟化地拥有女性的身体，可以

对她们生杀予夺来体会重新获得社会

权力的快感。

国产版的《门锁》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让善良无知的独居女性（白百何饰演

的女主从没发现有人进过房间）担惊受

怕的世界，她们的恐惧来自于男人的觊

觎和贪婪（地铁上邻座的老头都想着揩

油），如同结尾那样抡起棍子打翻他们，

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作为宣

称是“首部关注女性独居”的社会问题

片，我怀疑创作者对社会的表达是出于

刻板的想象和恶意的猜测。

架空的社会现实

国产版《门锁》对社会现实的表

达其实是可疑的。影片中提到了房

价高昂、职场不公、无良中介等社会

现象，但它们都只构成了一个纯粹

的背景，而没有成为让这个人物坚

强或者是溃散的原因。

影片中的女主有着与年龄不相

称的单纯，她的过去是怎么样，她的

理想生活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她

又有着与青春中罕见的情感洁癖，

她有没有谈过恋爱，或者什么刻骨

铭心的情感经历？偏偏她又有着巨

大而莫名的吸引力，对身边的所有

男人，保安为他打架斗狠、“变态”为

她杀人放火、上司为她不顾廉耻、路

人为她老而不尊，唯一的例外是黑

心的中介，他的眼里只有钱没有情，

作为这个世界的异类，很快被人干

掉横尸床底。在她的身上，你找不

到人性阴影所以也找不到光亮，看

不到欲望也就看不到挣扎，作为观

众，我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有所怀

疑。

与之相对应的是男性世界，除开

那个可有可无的警察角色，所有的

男人都是活在一个暗黑的世界里，

这种让人沮丧的暗黑在于，在他们

身上看不到任何超越欲望的价值。

韩国版《门锁》更显得可爱的地

方在于，哪怕它有着这样那样的问

题，影片起码建构了一个统一的世

界，那里面有残酷职业竞争导致的

社会“内卷”，有金融危机带来的阶

层更迭，它同样作力于置身其中的

男人和女人。

用“水土不服”来指代《门锁》的

观感，是因为它离合格的商业电影

还有一定的距离，其实需要先解决

类型叙事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涉及

本土化的讨论。电影市场从来就参

差不齐，真正让人隐忧的是，近期陆

续在大银幕上看到，年轻电影人叙

事能力的孱弱以及对现实表达的无

力，这并非个例。

“元电影是指关于电影的电影，包

括所有以电影为内容、在电影中关涉电

影的电影，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

涉另外的电影文本或者反射电影自身

制作过程的电影都在元电影之列。元

电影将电影自身作为对象，标示了一个

内指性的、本体意识的、自我认识与自

我反射的电影世界，包含着对电影艺术

自身形式和构成规则的审视。”

——杨弋枢《电影中的电影：元电

影研究》

破题

《野马分鬃》推出过一张海报，一辆

越野吉普车夹杂在一群俊逸的野马之

中，奔驰在草原上，这是电影里没有出

现的一幕，是电影从头到尾的念想，也

是左坤买这辆越野吉普时懵懂的梦想，

但终未实现。

野马在片中以三种意象出现：内蒙

古草原上的野马、主人公买的二手吉普

车、主人公自己，三种意象交织在一起，

让整个影片的意象指向明确而丰满。

本该在旷野奔驰的吉普在拥挤的北京

街道上挪动地还不如天桥上的行人走

得快，排放超标、配件老化的这匹不合

时宜的“老铁马”一次次地制造麻烦，让

左坤陷入越来越糟的境地，失去驾照宣

告他彻底失去了野马，他对野马的执

念，转而变成对草原的执念，然而这匹

无照的跛脚“铁马”终究也没能去成内

蒙草原，将将走到承德就被关进了铁笼

子。片中所见的草原令人丧气，被麻药

放倒在地无力悲鸣的马、劣质红灯泡做

成的电子篝火，放眼看去，不见绿地，只

见一路巍峨耸立的高压电走廊。可悲

的不是没有野马，而是没有草原。

野马分鬃，听起来相当霸气的片

名，原意是描述野马在肆意奔驰时鬃毛

左右分披的样态，影片将近结尾处，终

于破题，“野马分鬃”原来是左坤被行政

拘留的看守所羁押人员晨间操第一

式。那一刻，左坤的野马梦完结。

结构

作为一部处女作，《野马分鬃》看似

散漫自由的外表之下，其实呈现出导演

魏书钧非常全面周到而密集工整的设

计与调度。笔者个人认为甚至太对位

而工整了一些，但能做到这样是一种能

力，从多减到少，比从无变成有要简单

得多，随着他创作经验的丰富与老练，

之后的创作中一定会处理得更加圆融

与天然。

全片结构骨架做得比X光片还清

晰，首尾呼应，三个证结构全篇，开头是

驾校教练车爬虫似的在标志杆围成的

S型路线里绕弯，学过车的都知道这就

是一个特别标准化的程序，你不遵守你

就拿不到驾照，紧接着主人公就来到学

校课堂重修录音技术课，你不打够卡拿

不到学分你就毕不了业。作者还特意

呈现了左坤没拿到驾照，但车开得挺

溜，没拿到毕业证，但他录音比老师还

牛，颇具反讽意味。中间还穿插了一

证：结婚证，要跟女朋友拿证结婚，就得

接受未来岳父的规训，干点正经工作，

比如考个录音协会的正式编制，所以，

全片都在讲述他要不要服从这种规训，

要呢，给你三证，不要呢，那你就自己品

尝任性的苦果。

影片的结构主线就是一匹野马如

何努力地躲避套马杆，到片尾，车没了，

驾照没了，毕业证没了，女朋友没了，野

马鬃毛似的飞扬长发也没了，他借了别

人的学士帽在校门口照了张毕业相，从

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毕业了，他学乖了，

我们都是这样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懂得

自己承受不起任性的结果然后学乖的。

用典

文学中将引用前人的创作称为“用

典”，当电影文本积累到足够数量，而其

中一些经典文本与作者已经沉淀为集

体记忆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电影

中的“用典”，用典有高下，也有直引和

概引之分。真正高明的“用典”绝不仅

仅止步于抛出几个电影史的梗、报出几

个电影人的名字，那只是博人一粲的潦

草玩笑，真正衡量水平高下的还是在于

看导演是否有能力将前人的影片吃透

消化吸收为自己的能量，是否能通过对

电影文本系统的学习与认识来充实自

己的电影专业素养与表达技巧，不是所

有人看完几千部电影都能变成塔伦蒂

诺的。

作为一部迷影青年创作的“元电

影”，《野马分鬃》自然少不了关于电影

史的“直引”，现场没有剧本就是王家

卫、非专业演员无法近拍就是侯孝贤，

导演阿明拍摄的短片里来自草原的女

人名叫图雅，她来到城市寻找丈夫，显

然是在指涉王全安和贾樟柯，充满了对

电影史的恶作剧玩味。而除了“直引”

之外，它还有一些比较隐晦的概引，一

些场景和镜头会让你想起北野武的《坏

孩子》，在精神上承接了一点丹尼·保尔

的《猜火车》，这种“用典”达到了精神层

面的统一，都是讲述一个男孩（精神意

义上，无关生理年龄）对成年世界的拒

绝，拒绝被规训、劝诱，拒绝用自由的意

志与生活方式去交换富足稳定的生活，

而他对都市生活中现代人生活状态的

那种敏感而精确的抓取，还有些杨德昌

的感觉。

在《野马分鬃》里还有一部电影，左

坤担任录音、阿明导演的电影，一部女

牧民图雅寻找丈夫的电影，又王家卫、

又侯孝贤、又洪尚秀的电影，杀青时导

演阿明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你要相信

我的审美”，对这部片中片笔者抱着深

深的好奇。

调度

影片中大量的长镜头很考验调度，

确实体现了魏书钧自己所说的“对长镜

头的执念”，在笔者看来，长镜头好不

好，最关键不在于难度，还是在于它服

务于主题与内容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

魏书钧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长镜头需

不需要、够不够好，要看“一个镜头里的

能量强度达到了没有”。

要说难度，蒙古包里的一个长镜调

度难度最大，但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个

长镜头是左坤与女友在商场里会面。

开始镜头跟拍穿成性感兔女郎的女友

上商场的扶梯，上到二层，与等在那里

的左坤见面，随即他俩进入二层的升降

梯，镜头跟拍透明的升降梯到达三层，

在升降梯里揭晓两人不是陌生人而是

情侣关系，然后女孩在三楼出升降梯，

进入下行梯，跟男友一上一下分道扬

镳，这其实是对两人情感关系的一次提

前喻示。镜头跟随女孩下来，在镜头内

自然转场为处于前景的商场一楼特卖

会上其他兔女郎群舞，揭晓女孩的工作

环境与内容，然后镜头又跟随左坤从一

楼坐升降梯上行，结束。这就很有意思

了，左坤刚才明明是上行了，他为什么

再次从一楼上行，说明在刚才被特卖会

的前景遮挡的缺省里左坤追着女友又

下到了一楼，两个浓情蜜意的年轻人可

能有一点短暂的亲昵，然后他再次上

行，这种在长镜头里缺省的妙用就有点

阿巴斯《橄榄树下的写真》里的意趣了。

风格

有评论说《野马分鬃》拍得“轻盈、

轻巧”，这是褒义词，如果换成同义的贬

义词，就变成了“轻飘”。我个人曾经不

喜欢当代艺术作品中的轻主题和轻处

理，显然比起轻，沉重浓郁的主题、极致

激烈的表达更能敲击在你的神经上，但

后来反省可能只是自己上了年纪的固

执己见，每个时代的作品都具备特定时

代的成色，雄浑固美，纤秾亦佳；悲慨固

美，冲淡亦佳。

而且，轻就真的是轻吗？每一片羽

毛都是轻的，但一吨羽毛跟一吨石头一

样重。

■文/虞 晓

《门锁》：

“水土不服”背后的忧虑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周舟

《野马分鬃》：

迷影青年“元电影”拍摄手册

知向谁边
——《一江春水向东流》艺术思索

中国观众看的是电影当中的戏，

所以说本质还是戏。而从戏剧到电

影镜头的接受，传统的接受美学也并

没有被改变。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艺术魅力

值得今天研究中国四十年代电影的

人们继续引发各类话题，我的看法仍

然是，还是戏的魂激发了观众的观影

热潮，并且这个戏魂正是紧紧扣住人

物关系的生发和变迁。

诚然，悲剧的力量炼就着这部电

影的张力，但是如何塑造一部电影的

悲剧，直接地说如何得以找到中国传

统的戏剧仅仅有传奇是不够的。

只有将传奇的描述落在人物关

系当中，而悲剧的人物关系又通过主

人公的心理刻画表现出来，影片的镜

头才得以抓住了观众，电影的现代性

和戏剧的传统性也因此才得以在中

国观众的接受中获得完美的统一。

无疑，《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戏剧

冲突是很传统的，作为电影，它能够

发挥和调动起银幕的信息量刺激观

众的认知，就在于镜头放大了主人公

心理的悲欢离合波澜，又把波澜跌宕

的心理活动全部落在了几个主要人

物关系的起承转合中。

关系——心理——放大——镜

头，最后是节奏，节奏也是放大的手

段，不但环环相扣，而且扣紧了人物

关系引致的心理冲击，这部影片的成

功因此铁板钉钉。

《一江春水向东流》就从传统的

“影戏”变成了杰出的当代中国电

影。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中，当然

是以人物关系为中心的，中国戏剧的

秘密就是关系。

不过关系一定是传奇的枢纽，却

不一定是心理活动的线索。能够在

表现人物关系的同时，也描述当中一

定存在的心理活动，也一定就是了不

起的艺术家和诗人。

譬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全诗

围绕着对友人（或者爱人）的思念，既

写出了关系“何当共剪西窗烛”，更抒

发了内心活动“君问归期未有期”和

“却话巴山夜雨时”。

文字的魅力在于含蓄，但是比较

电影，就突显了电影放大的强烈。电

影使得中国人喜欢的“戏”从舞台搬

上了银幕，就因为依据着电影镜头的

力量，能够将把心理活动当作了银幕

剧力的主线。

“影戏”的概念在这里出现了革命

性的改变。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

前，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能够将心理活

动的信号放大到构成剧力波澜的

主线。

同时，由于这种心理活动一头结

合着传统的对于关系的紧扣，另一头

系在鲜明生动的镜头当中，一下子就

将镜头意义和镜头信息量与心理内

在的意义相互连成了一气。

说实在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

将这部难以忘怀的影片，其中女主人

公素芬的心理活动画面依照剧情的

演绎全部串联起来——它的主线一

定就是花明柳暗、奔涌不息。

如果没有作为剧情主干的人物

关系，这部电影就会失去最核心的戏

剧线索，而如果离开了心理在戏中跌

宕起伏的铺叙和激扬，就没有这部影

片艺术突破的价值。

善于写人物关系和善于展开心

理描写，都是中国传统文艺作品的魅

力。李后主的这首“一江春水向东

流”诗作就是心理刻画的绝世精妙

之作。

影片导演蔡楚生、郑君里使用它

作为影片的名字，潜意识当中正是要

使这部影片在心理刻画的创作上成

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申诉。

中华民族是一个内心生活非常

丰富的民族，在各类创作体裁当中，

精妙深刻的心理描写比比皆是，尤其

是中国古人非常善于借用形象思维

的手法，使得心理表达韵味无穷，充

盈于天地，而寄寓出精神生活如山川

江河般万千气象。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

内心生活却也饱含了无尽的悲苦与

磨难。诗词则往往是收敛的，所以内

心的刻画在历史上的作品中也就很

难赋予大众化的奔涌。

尤其是在含藏的韵味中，复杂的

社会关系并不轻易流露，像白居易的

《琵琶行》那样能够诉诸大众而同情

底层人民的作品毕竟太少。

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系

揭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内心慨

叹，两相纠结、一唱三叠，的确是中华

古诗词中的难以企及的传统美学

绝句。

必须确证的是，《一江春水向东

流》继承了这种优秀的文艺创作传

统，而开创了电影镜头的表现角度。

而电影在当时也仅仅出现了二十年，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里，它刚

刚生长出稚嫩的蓓蕾。

在中国文艺的历史发展中，《一

江春水向东流》书写了非常了不起的

一笔。只是由于它诞生于天翻地覆

的时代，在后来的文艺批评史中，这

种重视心理刻画并作为戏剧主线的

艺术创新，却很少有人提及。

对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评价，

人们尽管歌颂它是一部史诗经典，但

是对于它的成就更多的却止步于描

述它的现实主义创作意义，将它作为

鞭挞黑暗时代的电影武器，这是十分

可惜的。

似乎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在集中

揭示了国民党时代的腐朽和人民的

悲苦，为下一个新的时代作了左翼文

艺的铺垫，而真正的艺术成就反而是

没有放在艺术史和电影价值上深加

认识。

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的这四十

年，虽然没有了现实主义的急功近

利，没有了对于作品的“假大空”的文

艺评论，但是社会却又到了一个“活

的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奥涅

金·叶甫根尼》）的时代，其实也就是

另一种急功近利。

这种急功近利依旧体现为对于

过去的政治清算，即使使用的是艺术

手段，也体现为着急地拥抱一个收割

欲望的时代。

只有极少数的电影艺术家还记

得整理一些过来人的精神历程，对于

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在中国电

影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电影因此同

样缺少了艺术成就的梳理。

心理刻画作为创作主线而深化人

物关系意义的方法今天早已十分稀

罕，运用电影镜头和摄影画面的节奏

（当代电影还可以有色调、景别和音乐

等等）渲染人物内心的创作几近绝迹。

当代中国电影在剧力与情节上

的肤浅很多时候是因为缺少人物心

理刻画造成的，而之所以不深刻就在

于电影只追求宏大叙事的铺张，满足

于明星的流量，以为剧情的娱乐与商

业化为产业的第一，等等。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素芬作

为底层人民形象的缩影，和白居易

《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凄惨，

勾起的都一定是观众与读者的内心

悲伤，因为蔡楚生、郑君里和白居易，

纵跨一千多年，都是一样的在创作中

诉诸心理波澜而于字里行间与镜头

当中充满心理表征的。

现在我们的电影就很少看得到

这样的剧情和画面。电影是最应该

发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功能的艺术，

因为它的工艺设置本身就是锁定观

众的内心投入的。

也许冯小刚的《芳华》是一个例

外，影片最后男女主人公同是天涯的

相依在路边而“时代的”洪流滔滔而

过。即使如此，人物的心理刻画依旧

未足。

这种有意识的让观众内心投入

远非安排剧情和场景，应该既有让观

众追随剧情变化的线索，也有让观众

跟随人物的心理波澜，而这两者都可

以是有悬念、有冲突、有对抗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张忠良的

心理、素芬的心理，不就都是这样的

吗？恰恰是人物的心理刻画帮助了

影片完成着张忠良和素芬的人物成

长，并最终将全戏推上了高潮。

这就是人物刻画，就是艺术的深

度所在。今天的国产影片中正是需

要补充这种内心世界，也即精神生活

的东西——

我们的电影人物不单单要有故

事，而且要有内心世界，影片不仅仅

要贴在主旋律一般场面上，而且要为

观众刻画一个深入社会和时代的精

神世界。

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创作者们

自己首先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而深

刻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证明创

作者们是精神空虚而不能洞明世

事的。

■文/赵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