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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尽头是草原》：

“此心安处是吾家”
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

名单上，有一部影片，它既不是最闪亮的，

也不是最特立独行的，然而它却令人无法

忽视，这就是电影《守望》。

《守望》，片如其名，讲述的是安徽阜

阳市颍上县南照镇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

现状。对于留守儿童这个话题，这是随

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长期社

会性现象。由于城市发展需要，一方面，

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来到大城市谋生；

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被留在农村，长此

以往，这些被忽视的孩子们被称作“留守

儿童”。

由于长期被迫与父母分开，他们从

小没有感受过家庭的关怀，也就没有机

会接受家庭教育。而对于孩子来说，所

谓教育，是由学校和家庭共同构成的。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学到知识与技能；在

家庭，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孩子们可以

学到美德、廉耻、善恶等道德层面的常

识，这些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可

或缺的环节。

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由于缺少父

母的爱护与监管，他们的人格中势必缺少

一些必备的家庭教育素养，这就会导致他

们自我的概念尤其突出，通过宣扬自我的

方式去获得别人的关注，而这种方式又缺

少家庭的约束，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现象

与问题。比如，曾经的杀马特青年，他们

的主体人群就是来自与广大的农村地

区。如果以更悲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

题，那么有些地区违法、犯罪低龄化的趋

势，家庭的缺失负有很大的责任。

留守儿童现象是发展带来的问题，也

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以发展的眼光来

看，国家一直都在努力改善贫富差距，客

观上减少了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但是，

这个群体曾经出现的问题以及现在仍然

面临的难题，对于有社会责任心的艺术创

作者来说，是不能忽视的社会现实。《守

望》，便是在这种创作信条中出现的，它是

这届北影节上唯一的农村题材影片，也是

唯一的儿童题材影片，这就是它的现实

意义。

回到创作中的现实。每每提到留守

儿童这个群体，人们一般会联想到交通闭

塞的山区、崎岖的山路、恶化的环境，等

等。其实，不光是偏远的地方，在广大的

内陆地区，留守儿童也是现实存在的一个

庞大群体。

安徽，这个省份近年来随着网络热梗

的出现被人熟知，比如芜湖起飞、蚌埠住

了。实际上，安徽在工业产业生产和布局

上颇有建树，比如在汽车制造行业，奇瑞

在芜湖，蔚来在合肥，蓬勃的产业发展吸

引了省内很多人到这些重点城市打工。

相对应的，这些人的老家变成了空巢，他

们的孩子便成为了留守儿童。颍上县南

照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空心化农村地

区。这里毗邻四水之一的淮河，河面上的

大桥是重要的国道交通枢纽，川流不息的

大货车日夜在这条道路上飞驰。桥下，就

是被忽视掉的现实农村。

颍上县作家韩文仲在教书期间接触

到当地大量留守儿童，通过对他们的观察

与交流，他写出了纪实文学作品《守望》，

也是这部电影剧作的文学源泉。

有句话，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对于《守望》书中描写的那些留守

儿童们，他们各自都有着难以诉说的心里

症结，如何总结出他们身上的共性，是电

影创作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这部

电影从剧作伊始，便把重心着眼于两个群

体：留守的儿童和同样被“留守”的老人。

这便是这部影片的主线，中学少女晨

晨住在空荡荡的小院里，除了她，家里只

有奶奶。很小的时候，晨晨的父母就外出

打工，留下她和奶奶相依为命。每逢春

节，晨晨都渴望着父母能够回到家里，想

象着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温馨场面。一

直到了中学，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这一年的冬天，爸爸突然回来了，又

突然地走了，经历了短暂的惊喜和失望之

后，晨晨追逐着爸爸远去的汽车，这是她

唯一能做的。就这样，跑步成为了晨晨最

擅长的事情。回到家中，晨晨的奶奶总是

会准备好可口的饭菜，除了知识，她付出

了一个老人能够给予的一切。

处于叛逆期的晨晨，不愿面对父母缺

失的家庭、不想正视自己留守儿童的身

份、更不敢做出改变。于是，她选择用任

性对抗着奶奶的关爱，用发脾气伤害着身

边最疼爱自己的那个人。在家中，她一次

又一次与奶奶吵架；在学校，她故意逃避

学习来引发关注。与此同时，她跑得越来

越快，面对即将到来的学校比赛，她信心

十足。这些看似言行不一的行动，其实都

有着相同的心理动机：吸引父母的目光，

让他们关心自己，甚至为了自己回到

家里。

在晨晨的眼中，这个世界的逻辑是简

单的。所以，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自认为正

确的行动。这些放肆的举动换来只有父

母的生活费；在奶奶的眼里，这个世界是

无奈的，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填补晨晨

父母的空缺，而这个空缺，伴随着祖孙二

人的文化与年龄代沟，只能徒增误解。

于是，祖孙二人频繁爆发口水之争，

晨晨的行为更加叛逆，她逃课、喝酒、贪

玩，最终和奶奶积累的矛盾爆发，在深冬

的夜里离家出走。奶奶在黑夜里四处寻

找，终于在桥下找到了晨晨。年迈的奶奶

在坝子上背负着晨晨，不慎摔伤了膝盖。

这一刻，晨晨才真正明白了奶奶对自己

的爱。

此后，晨晨身心焕然一新，在学校，她

努力学习；回到家中，她细心照顾奶奶；比

赛的时候，即使遭遇了意外，她也能够咬

牙坚持。晨晨明白了，虽然父母不在身

边，但是她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奶奶付出

了更多的爱，这份爱意支撑起祖孙二人的

家庭世界。

可以说，影片围绕祖孙二人塑造了一

对典型的留守家庭成员形象，通过一系列

事件，剖析出了留守家庭的困境，也点明

了影片思想主题的主旨：爱。用爱去包

容、理解、和解。

当然，这是对这部影片思想精华的赞

许。因为，创作者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中那

些需要被关怀的个人存在，初衷是好的，

而成片颇有些差强人意。

从剧作上来说，影片确实提炼了文学

原著中的留守儿童群体，将叙事主题固定

在叛逆的少女和无力的老人身上。但这

两个人既不少女也不老人。虽然是十几

岁的农村少女，也是女人。作为女人，除

了典型的事件和情节，她一定有身为女性

而独有的心理活动空间，继而与人物性格

相结合，成为独一无二的少女形象。

然而，影片中的晨晨形象表现更接近

于间歇性神经系统发生的器质性疾病，简

称神经病，使得剧情没有围绕人物，而是

以吵架为中心，角色成为了功能性的存

在。相对的，奶奶这个角色也是如此。作

为奶奶的扮演者，丁嘉丽的演技与资历都

是当然不让的，并且她的演技也成为这部

影片的“定海神针”。不过，演技和角色不

能混为一谈，最适合丁嘉丽的角色，莫过

于《过年》与《离婚》中那些“有点儿过”的

媳妇形象。在《守望》这部影片里，丁嘉丽

延续了固有的角色身份，使得很多时候可

以化解的矛盾被动性升级，造成剧情不断

重复着吵架这个过程，而鲜有能力从这个

恶性循环里解脱出来。

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每每提到安徽，

人们通常会联想到所谓徽派建筑。然

而，实际情况是，安徽的省界划分比较复

杂，像南照镇这样的农村地区，虽然在行

政区域上属于安徽省，但是从历史、文

化、风俗乃至建筑来说，更接近于河南，

所以这部影片从取景伊始，美术成为影

片艺术创作的重点。如何在有限的地理

空间找到地域特色，体现当地的风土人

情，都是现实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最终的影片中，观众会看到流淌的淮

河、高耸的坝子、当作外衣穿的居家棉

服，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象体现着淮河人

家的乡土气息。

从作者风格上看，这部影片是想打造

成一部文艺气质的影片。或者直白一点

讲，跑步的设计，无疑会让人联想到特吕

佛那部闻名遐迩的《四百下》。但是，严苛

的现实环境并没有赋予导演更多的发挥

空间。该片在拍摄期间，恰巧赶上当地近

年来最冷的寒冬，剧组要顶着严寒在深夜

的岸边持续工作。除此之外，疫情也成为

影响现在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因为疫

情，剧组开机时间数次拖延。因为疫情，

电影拍摄不得不压缩时间。这些因素，都

是银幕外实实在在影响创作的因素。所

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有限的时间条件

之下，《守望》能够如期完成，并且难得地

启用了没有名气的少年演员出演，请到了

丁嘉丽、马晓晴这样的实力派演员保驾护

航，还把目光放在了敏感的社会现实，这

已经是件很难得的事情了。

当这个行业更多的人脉和资源倾向

于所谓商业制作，《守望》的创作者们是名

副其实的守望者，动人的故事是植根于百

姓之间的。这一次，或许粗糙，但是它守

望的是一种创作方式。

因为守望，才有希望。

尔冬升导演的新片《海的尽

头是草原》取材于“三千孤儿入内

蒙”的真实历史事件。上世纪50

年代末，严重的自然灾害让上海

等地福利院的孤儿面临着营养不

良、无药可医的困境，周总理作出

了不仅救急、更要救命的指示，时

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

兰夫建议将孤儿们接到受灾较轻

的内蒙，让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

收养他们。影片以老年的杜思瀚

深入草原寻找 60 年前被送到内

蒙的妹妹杜思珩为主线，把童年

的梦靥记忆，现实的寻亲之旅和

妹妹的成长经历结合在一起，讲

述了在“海”和“草原”两边，两个

家庭破碎/重生的故事。

杜思瀚兄妹的原生家庭和杜

思珩成长的牧民家庭，它们残缺

崩坏于天灾或人祸，重生于超越

血缘的伦理亲情和自我救赎的内

心疗愈，安心才能安身，正所谓

“此心安处是吾家”。

杜思瀚的不安首先来自母亲

未能完成的夙愿，影片开端就用

他的梦境复现了历史上的灾害，

无法养活两个孩子的母亲只能将

更健康的一个送到孤儿院，把更

弱小的一个留在自己身边，生活

好转后母亲多次前往内蒙寻找女

儿未果。垂暮之年的母亲重病在

床，所幸阿兹海默症让她把医院

的护士误认为“女儿”，得以安享

生命最后的时光。

杜思瀚的不安更来源于自

己，当年偷听到母亲的安排后，他

出门淋雨引起发烧，成为了能留

在母亲身边“更弱的孩子”。之前

他一直推脱陪同母亲去寻找妹

妹，其实是躲避着自己的过去，躲

避着妹妹的命运是自己“设计安

排”的梦魇记忆。

这种讲述历史的叙事策略，

一定程度和尔冬升在香港多年执

导经验有关，作为少数高举写实

大旗的电影导演，他习惯于规避

社会大视野，将视点聚焦社会底

层和边缘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心

理世界。留下哪个孩子？通过两

难的“苏菲的选择”，历史灾难带

给个体的痛感被转化为耻感，转

换为横亘在杜思瀚母子心中难以

直面的道德困境。

杜思瀚罹患脑癌生命已时日

不多，被预告的死亡给了他必需

解决内心“不安”的迫切。他的寻

亲之旅，在影片中是一条不断和

历史亲历者接触，通过回忆和讲

述接近历史的现实之路，杜思瀚

代表观众见证了一个奇迹，包括

妹妹在内那些无家的孤儿成为了

“国家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

被这个国家托举着，实现了对灾

难的超越；寻亲也是一条不断接

近自我救赎的心灵之路，越靠近

妹妹在萨仁娜额吉家被宠爱的、

幸福的成长史，就越能减轻心头

的愧疚和伤痛。

妹妹杜思珩的不安来自于对

原生家庭的寻找，那条母亲留下、

绣着她名字的小毛巾，是原生家

庭给她的身份“凭证”，所以她无

比珍惜。在众人对幼年杜思珩的

讲述中，突出了她的倔和大胆，比

如哥哥那木汗视为珍馐的奶豆腐

她难以下咽，独自跑到野外险些

被狼吃掉等等，这当中有水土不

服，更从生理到心理对新家庭的

抗拒。长大后的杜思珩穿着蒙古

服装，说着流利的蒙语，看似已经

习惯了草原的生活，可当重逢幼

时的伙伴马正元，马上鼓动他一

起溜回上海，要去找生母讨个说

法，问问当年为什么抛下自己。

途中，二人身陷流沙，是那木汗用

自己的牺牲换回了他们的生命。

牺牲，是对爱最有力量的证明。

萨仁娜额吉一家失去了儿

子，这个牧民家庭的重生就在于

杜思珩请求留下，以那木汗的身

份继续活下去。这不是冒用哥哥

之名，而是再次进入这个家庭的

妹妹，在自我救赎的驱动力下，用

新“身份”对伦理和情感关系的自

我确证。所以杜思珩会消失在官

方的记录名册中，很可能是这个

原因，亲生母亲数次到草原上却

找不到她，而知情人也对杜思瀚

三缄其口。

今天的那木汗就是当年的杜

思珩，这个身份的悬念在影片中

一直保持到影片结尾，当兄妹相

认相见，哥哥坦白讲出60年前的

“计谋”，他以解脱道德困境完成

了自我救赎，这个家庭历史的伤

口在此刻愈合。

汉族的妹妹杜思珩和蒙古族

女儿那木汗的身份“合一”，实现

了对今天中国各民族亲密团结的

隐喻。借用程青松的评价，它“象

征着中国各民族人民之间‘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性身份建

构”。

影片在这个阶段也给出了最

为夺目的镜头，草原上，百岁高龄

的萨仁娜额吉领着她的子孙后

代，杜思瀚兄妹也身在其中，以蒙

古族传统的礼仪遥祭刚刚亡故的

杜思珩生母，这两个家庭，跨越了

从“海”到“草原”的遥远距离，已

经融为一体。暮光霞影中画面辽

阔深远、舒缓诗意，与影片开场灰

黄 阴 冷 的 调 子 形 成 了 鲜 明 的

反差。

相较于 2015 年《我是路人

甲》对特殊“横漂”群体的自抒胸

臆，《海的尽头是草原》无疑是尔

冬升导演以细腻的笔触，更贴近

内地观众文化心理、历史沉积和

观赏习惯的一次创作，它以微观

的家庭变迁折射着宏大的时代变

化，以伦理亲情的绵延消长歌咏

着人情人性的善良和美好。

在香港“北上”导演主旋律类

型片创作已经成绩斐然的背景

下，尔冬升延续了他继承传统又

同时有个性化艺术尝试的风格，

《海的尽头是草原》可以称为主旋

律文艺片。在当下，这些香港影

人对中国大陆现实或历史的表达

是尤其值得鼓励的，他们提供了

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景观。比如

同样为寻亲题材，陈可辛《亲爱

的》是依托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

的深度剖析和精准观察，而尔冬

升在回望峥嵘岁月时难免加上了

人文主义的柔光镜。各有擅长的

叙事背后暗含着这样的趋势，随

着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大，更

多的香港影人将在内地找准他们

的坐标。正如文章标题所说的，

“此心安处是吾家”。

电影《守望》：

因为守望，才有希望

对商业类型片的考察，除了

对其电影文本的内观性考察，还

有更为重要的一维——对催生它

及消费它的社会大众心理环境的

考察，由于商业类型片的反作者

性、去精英化、强互动性，使其社

会 心 理 标 本 层 面 的 意 义 更 为

显著。

《你好》系列喜剧的

精神共性

不管创作者是否愿意承认，

《哥，你好》与《你好，李焕英》无论

是从片名还是剧作结构和情绪基

调、精神内核都保持了相当的一

致性、延续性，参看另一部同样

“回到过去”的电影《乘风破浪》，

就能看出两部《你好》喜剧的同

质性。

这种同质性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是对80年代的美好回眸。

《乘风破浪》回到的是90年代，对

不同年代的复古与怀旧赋予了影

片不同的情绪风格、精神特质。

《哥，你好》、《你好，李焕英》中用高

明度的影像直观地呈现了80年代

大型国企职工的美好生活，这种

美好生活具体表现为人厂一家的

生活方式、个人对集体的归属、个

人价值与集体荣誉的合一，密集

紧凑的邻里社群关系及对生活越

来越富足的欣然展望。

《你好》系列的精神特征之二

——来自 21 世纪的主人公的低

能量与高被动性。《你好》系列两

部主人公跟好莱坞剧作书中所说

的高能动性的“英雄”主人公完全

相反，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故事

线，完全是处于故事旁观者的角

度而出现在影片中，《你好，李焕

英》中因为有沈腾的角色与贾玲

互动，这一点也许还不太明显，

《哥，你好》中常远扮演的小伍虚

空感更为强烈，完全没有自己的

故事线与对手，附着在父母爱情

线之上。《你好，李焕英》和《哥，你

好》中主角都宁愿放弃自己的生

命来成全父母，这种主人公的设

定已经背离了以英雄史诗为原型

的好莱坞传统主人公设定，而与

21世纪以来越来越流行于东亚文

化中的“丧系”主人公接近。

《你好》系列喜剧所处理的

问题其实是自卡夫卡、加缪以

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一直

反复述说的现代性的病症，按照

马克思与涂尔干等思想家对人

的异化的表述：无力感，无意义

感，无规范感，孤立感及自我异

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负效应。全球化、电

脑科技革命、AI技术……更加剧

了现代人群的孤岛效应、原子状

态、无根状态。

80年代真的那么好吗？有一

个帖子叫《我一点也不想回到80

年代》，悉数那时家庭生活的穷

困，文化生活的单调，社会治安的

问题……被美化的80年代，也许

只是人们逃脱当下烦扰而幻想出

来的一座美丽岛，一个时空的

树洞。

《你好》系列喜剧

提供的精神疗愈

商业类型片总会涉及人类永

恒的难题，比如文明与蛮荒、自由

与责任等，议题宏大又难有完美

的解答，所以商业类型片总难逃

将问题“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

诟病，但每一次将问题举起仍然

是有意义的，起码强调了问题的

存在，并能让我们将问题看得更

清楚，而每一次轻轻放下，也依然

提出了一种浸染了创作者艺术巧

思的解决之道。《你好》系列就是

针对现代性时代病的精神疗愈，

它所提供的疗愈方案有：

1、笑。喜剧本身就是一种防

御负面情绪的武器。喜剧的本质

除了对庸常世俗生活的超越，还

试图以否定之否定的力量，在对

无意义的消解中重建或者说重寻

意义。

2、以朋友的方式修复亲子关

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好坏

对于一个人的幸福阈值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你好》系列一开始

亲子关系都很糟糕，但穿越回80

年代，父子、母女以一种朋友的关

系重新相处时，他们重建了美好

关系。这几乎是对心理咨询的艺

术化呈现，每一对相处困难的亲

子，心理医生对他们的第一条建

议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尝试相处。

3、重建集体主义认同感。人

是群体动物，需要在群体中得到

集体认同，现代社会的个人游离

状态实际上更加剧了人们内心深

处对集体认同的渴求。《你好》系

列中有众多将个人放置于集体中

的镜头和场景，最显著的例子就

是比赛，《你好，李焕英》里是球

赛，《哥，你好》中是焊接比赛，竞

赛是最容易召唤出观者集体归属

感的时刻，个人自然而然地就会

将自己与其中一个集体认同，并

将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合一。

4、回到具体中，做具体的

事。很多心理学家都曾建议用具

体的工作与事务驱散虚无感，这

一点上《哥，你好》做得非常突出，

它不仅用若干个高光段落塑造了

马丽所扮演的女主人公能工巧匠

的魅力，重现了工匠文化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它以此凸显了工作能

赋予人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5、重建“附近”。《你好》系列

中都着力打造了一个真实而生动

的邻里社群——澡堂、礼堂舞厅、

食堂、小卖部、小摊……它们不仅

是解决生活所需的生活场所，还

具有重要的精神抚慰作用。心理

学家认为“附近”的消失加剧了现

代人群的焦虑，便捷的网络让“附

近”消失或者说使“附近”数据化

了，我们便陷入到细微的自我情

绪体认与对遥远宏大事件的关注

的两极，这两极之间本应该存在

的那个中间层、过渡层也就是“附

近”，其实才是我们生活真实的质

感，“附近”消失，会引发我们过度

关注自我导致情绪尤其是负面情

绪的放大，或因频繁地直面宏大

的终极议题如环境、战争、疾病而

引发焦虑。

6、稳定的人际交互。《你好》

系列电影中人物非常固定，穿越

前后都稳定地存在，也就是说二

十多年前你那些熟人，在二十年

后依然出现在你身边。这种稳定

的人际交互，在今天人际高速变

换的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

种稀缺的奢侈品。社会链条把一

切打碎，人与人之间缺少承诺与

链接，但我们仍然对价值、稳定与

安全感保有渴望。

7、反成功学。《你好》系列的

最后，主人公的快乐都不建立在

个人成功之上，而建立在接受自

我的平凡。成功学随便捷媒质高

速传播深入人心，也加剧了现代

人群的焦虑，《你好》系列以反成

功学的结尾，强调了对人的价值

判断不能片面强调其工具属性而

失去了对其价值属性的评断。

《你好》系列喜剧：“丧系”喜剧的精神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