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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处女作长片 《心迷宫》 时， 导演忻钰坤
的胆气和运气都不差。 那是在当时、 甚至当下，
都不会带来很大票房的 “农村题材”， 片子拍得
一波三折， 他和制片人东拼西凑了 170 万预算，
片子拍完， 很长一段时间里凑不出足够的钱做
完后期。 那时， 他可以把拍摄素材剪成一部普
法栏目剧卖给电视台， 不失为经济适用的权宜
之计。 但他偏敢 “不识时务” 地赌了一把， 申
请到公映许可证， 把片子送到了威尼斯影展的
影评人周单元。 最终， 他凭着第一部长片证明
了自己： 有条不紊的多线叙事， 一点点引领观
众参与 “收网”， 他为故事里那个层层套叠的农
村刑事案件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拍摄手法， 手
持摄影加上自然光， 获得了接近纪录片的真实
感。 《心迷宫》 成了 2015 年度的话题电影， 对
一个从电视栏目导演转战电影场域的年轻创作
者而言， 这是个很高的起点。

创作者对电影语言有了自觉
的意识， 比起花哨地用影像 “说
事”， 他更在意创造出一个能邀
请观众参与的世界。

起点越高， 第二部作品越难。 毕竟， 有太
多的导演败给了观众过高的期待。

《心迷宫》 以 “多线叙事” 取胜， 观众喜欢
谈论它 “烧脑 ” 的叙事设计 。 到了眼下这部
《暴裂无声》， 导演没有偷懒地用一招鲜吃遍天，
他放弃多线叙事， 搁置了频繁闪回、 打乱时序
的手法 。 《心迷宫 》 赢在因陋就简的设计感 ，
《暴裂无声》 收敛了 “迷影青年” 的机锋， 它给
人的直观印象， 在于电影制作层面提升， 创作
者不再是一个带着满腔热情、 扛着摄影机讲故
事的人， 他对电影语言有了自觉的意识， 比起
花哨地用影像 “说事”， 他更在意创造出一个能
邀请观众参与的世界———这是有天分的爱好者
和职业电影人的分界线。

《暴裂无声》讲述哑巴矿工张保民发现儿子
丢了，展开一场笨拙的寻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他误打误撞卷入矿业老板昌万年和无良律师徐
文杰的罪行之中。 剧情的展开很慢，这是导演有
意为之 ，“担心很多信息你没完全明白就过去
了”， 像是走在前面的导游担心后面的游客跟不
上，时不时回头招呼一下。尤其在电影结尾，通过
彩蛋交代正片中暗示、 但未明说的犯罪内容，这
基本是在讨好观众———给出一番贴心的总结陈
词，让观众得到明确答案，板上钉钉。绝不像同档
期的日本电影《第三度嫌疑人》那般含混不清，导
演是枝裕和还得在试映会上道歉：“很抱歉没把
真相讲得一清二楚。 ”

但严格说， 《暴裂无声》 也不是以悬疑取
胜的电影， 这不是一部 “擒凶记”。

导演在最开始放出过一枚烟雾弹———被张
保民失手捅瞎眼睛的屠夫也是绑架孩子的犯人，
但这个似是而非的选项很快被否定了 。 然后 ，
姜武饰演的另一位嫌疑人昌万年登场了， 他贪
婪、 虚伪、 凶残， 他坏得彻底， 没有任何翻转
人设和剧情的余地。 这是导演故意为之： “一
般悬疑片最大的命题在于谁是坏人， 而我们的
命题不是这个， 不是把隐藏的犯人找出来。 一
开始就给观众透底了， 表面上， 人物之间的关
系是明确的， 但人物关系背后的故事、 事发的
缘由存在着很大的挖掘空间。”

一个导演在迈过 “专业” 这
道门槛后， 还有多少自我提升的
空间？ 创作者的成长史是比单部
作品更有兴味的命题。

一个导演有勇气抛开自己玩得熟练的套路，
这要足够的胆气， 也要点底气。 从一穷二白的
《心迷宫》 到鸟枪换炮的 《暴裂无声》， 观众一
目了然看到的是演员班底的升级和拍摄制作的
精致化， 但在这层皮相之下更要紧的， 是一个
年轻导演的学习能力。 换言之， 比起 《暴裂无
声》 的实际完成度， 我更在意导演在迈进 “专
业” 这道门槛后， 还有多少自我提升和完善的
空间， 一个创作者的成长史是比单部作品更有
兴味的命题。

在 《暴裂无声》 里， 导演选择简洁直观的
视听语言让观众进入故事， 跟上他的思路， 接
受他要表达的信息———沉默寡言、 性格暴烈的
男人， 在寻子过程中卷入更大的阴谋， 逐渐挖
掘出人性最黑暗、 最隐秘的一面。 人物设定和
故事走向让观众看到凶猛凌厉的韩国电影的影
子， 比如， 罗泓轸的 《黄海》。 男主角的设定都
为小人物， 搏命到底， 最终凄然发现自己不过
是整个事件中最不重要的那个， 是一个局外人，
却为之付出了一切。

《暴裂无声 》 的构思其实早于 《心迷宫 》，
可以说， 这才是导演积攒创作势能、 毕其功于
一役的作品。 忻钰坤从大学时期到电视台任职
的那些年里， 正逢韩国电影强势进入中国青年
的文艺生活 ， 他喜欢朴赞郁的 《老男孩 》、 奉

俊昊的 《杀人回忆》 和罗泓轸的 《黄海》， 不讳
言自己有意识地学习韩国的前辈。 “哑巴张保
民这个人物在创作之初就是参考河正宇在 《黄
海》 里的形象， 我跟宋洋 （主演） 在研究角色
的时候 ， 看着 《黄海 》 类比两个男人的共性 。
河正宇的角色沉默寡言， 宋洋这个 （角色） 干
脆不说话， 但他们做事和处事的方式是大致相
似的。”

他也主动学习了韩国片粗犷、 残酷的动作
戏， 这成了 《暴裂无声》 的一大看点。 曾参与
《老男孩》 动作设计的李洪彪被专程请来担任动
作指导， 这部分解释了 《暴裂无声》 的重头段
落为什么看起来很有韩国电影的风格。《老男孩》
中有一段经典的“打通关”动作戏，崔岷植拿着锤
子，一路打杀，中刀之后倒地，再起，宛如打不倒
的“战神”，最后在精疲力竭中挥拳……这段动作
戏几乎原封不动地挪用到 《暴裂无声》 里， 除
了崔岷植手里的锤子换成了宋洋举起的桌椅板
凳。 这当然可以看作一个电影爱好者在掌握话
语权和资源后， 挥霍地向偶像致敬。 而从电影
呈现的实际效果来看 ， 不妨说 ， 作为 “电影
迷” 的导演太清楚观众渴望看到什么， 他在视
听表达中 ， 毫无疑虑地满足了潜在的观影期
待。 再一次， 他体现了对观众的体贴， 顾及人
们的观影体验， 这是一个 “商业片” 导演的自
我修养。

《暴裂无声》 严重的硬伤出现在结尾。 也
许是年轻导演难以克服的 “表达欲”， 忻钰坤总
是克制不住要在电影结束前的一刻、 以全知全
能的视角评点他创造出的那个世界。 在 《心迷
宫》 里表现为结尾多此一笔的闪回， 刻意强调
“善恶轮回， 因果报应”。 整体表述仍显粗疏的
《心迷宫》 里， 如此任性的抒情至多略嫌赘余。
而到了 《暴裂无声》 中， 导演在尾声制作了一
段挥霍的特效， 这样一个结尾悬置在影片的主
体之外， 这个抒情表意的段落和叙事的段落明
显地割裂了， 因为这道过于明显的裂缝， 影片
试图创造的那个和现实接壤的戏剧世界就此不
再是圆融自洽的。 说到底， 还是导演的营造力
失之于过猛。

（作者为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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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奥登认真地分析过， 侦探小说的作

者们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 喜欢将故事场景设

置在大学校园里： 因为对知识的追寻是一个理

想化的教授唯一的、 也是全部的激情， 他和他

人的关系是基于他们与普遍真理的共同关系得

以确立的。 一个教授身上应该没有其他人会有

的贪婪、 嫉妒的罪恶， 否则他既是一个坏人，
更是一个坏教授。 而当一桩罪案发生， 原本纯

真的、 通过至善维系的共同体受到冲击， 法律

必须登场， 人心惊慌失落， 直到真凶显形， 法

律就可以再次离场了。

在 他 们 各 自 告 别 单 纯 的 过
程 中 ， “ 西 方 ” 这 个 最 初 被
“纯洁化” 的概念， 逐渐变得立
体 、 真实 ， 幻想中的社会形象
被打破了。

从这个漂亮的观察出发， 我们也许可以更

能理解， 当要处理美国的 “种族” 和身份问题

时，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为何要将 《美国

佬》 的很多的场景设置在尼日利亚或美国的校

园里： 伊菲麦露和大学时期的男友奥宾仔受不

了尼日利亚的黯淡氛围， 一心追寻西方， 这对

恋人和他们周围的人， 拥有大致相同的审美和

道德系统。 后来伊菲麦露成功去费城读硕士 ,
继而得到去普林斯顿担任研究员的机会； 她谈

了一个 “美国黑人” 男朋友布莱恩， 后者在耶

鲁大学任教。 伊菲麦露对美国的向往， 一度是

被她的表姐激励的———表姐曾经在尼日利亚行

医， 卷入权贵的婚外恋以至于不得不去美国生

娃， 她留在了美国， 痛苦地重新变回学生， 最

终考出医生从业资格证书。
“校园” 象征了一种单一理念的共同体，

所有的不谐音会鲜明地暴露自身或得到纠正。
在这里， 理念之于人的重要性， 较之于其他社

会场景更来得直接而迫切。 比如伊菲麦露和布

莱恩分手， 原因是两人理念的一步之差。 “他
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毫无罅隙的三年， 像一张

熨烫得平整光滑的床单”。 他们分手的导火索，
是布莱恩不能接受伊菲麦露不参加他组织的一

场声援黑人校工的活动， 这个情节设置让读者

急速抵达种族政治的核心问题———“纯洁” 的

极端推演会导致美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自

我正义的优越感 ， 而忽略现实和动机的复杂

性。 伊菲麦露发现布莱恩的 “道德品质纤尘不

染的生活” 令他变成了一个有距离的、 遥远的

人， 说到底， 她无法忍受 “一种漂浮在空气里

的抽象之物……顽固地嵌入在他们之间”。
我们可以把奥登的观察进一步延伸， 对于

伊菲麦露或者奥宾仔这样的“移民者”而言，美

国（英国）在他们眼里也是一个纯洁封闭的“校

园”。 随着小说展开，在他们各自告别单纯的过

程中，“西方”这个最初被“纯洁化”的概念，逐渐

变得立体、真实。 当幻想中的社会形象被打破，
他们最后也都远离了西方， 但那种对共同价值

的信仰依然承担了他们心中的“法律”，让他们

回归故里之后生活依然纯真如初。
如果是库切或者奈保尔来处理同样的题

材， 色调一定比 《美国佬》 压抑阴沉很多， 想

想在 《青春》 或者 《男孩》 里， 男孩在图书馆

里试图通过阅读和自我鼓励冲破无形的屏障

时， 那种无边昏暗的颓丧。 而阿迪契笔下的人

物在遭遇环境的抵抗、 遭遇偏见和敌意时， 总

是自爱的， 他们的天性里有一种无法磨灭的幽

默和超然的智慧， 能够在充满阻碍的环境里拓

宽自己的边界，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移民。

他 们 内 心 的 犀 利 和 悠 然 ，
像 “安全壳 ” 一样 ， 在困窘的
时候保护他们 ， 并让他们最后
敢于拒绝陈词滥调的生活。

阿迪契曾和 《纽约客》 的主编说， 作为对

尼日利亚内乱的记录， 《半轮黄日》 对她而言

是一种历史负担， 《美国佬》 则是她尝试无拘

束地表达自己对美国的态度。 中断尼日利亚的

医学学业来到美国攻读传媒学之后， 她第一次

认识到自己是 “黑人女孩”， 她忘不了大学老

师问全班， 那篇最好的作业是谁写的， 她举了

手， 教授眼中闪过的惊讶———“种族” 是她的

美国经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也是她观察到的

“美国神话” 的一部分。 英语文学界为了安全

考虑， 推崇对种族问题 “含蓄” “非直接” 的

描写风格， 她直接称之为 “不诚实”， 不能忍

受在涉及种族表达时候的套话。
在美国人的各种宗派主义中， 他们最感到

局促不安的是种族。 种族主义当然是复杂的。
许多废奴主义者希望解放奴隶， 但并不想和黑

人做邻居。 今天， 许多人不介意雇佣黑人当保

姆或加长豪华轿车的司机。 但他们百分百介意

有一个黑人上司。
我们跟随伊菲麦露和奥宾仔的命运轨迹，

逐渐贴近那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相较于华丽

有序的表面， 这是他们在接触西方后体验到的

第一层真实。 伊菲麦露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但因付不起房租接受了一份带情色暗示的兼职

工作， 产生了剧烈的自我厌恶和失落。 她为上

层阶级的白人女性金伯莉当保姆， 原先的憧憬

也改变了模样。 她渴望成为 “一个富有、 因而

能够沉浸在施与的幸福中的人， 能够负担得起

泛滥的怜悯和同情的人”， 遂而接受了富家子

柯特的求爱。 柯特的爱情也和他所属的阶层一

样，一切都被抛光。她乐于让第一次和黑人女孩

谈恋爱的柯特成为“一个温和的种族斗士”———
比如当柯特的母亲抱怨美国目前已无种族偏

见、 但有些人仍在找理由抱怨时， 柯特会意识

到， “如果十个看上去和伊菲麦露同属一类的

人突然走进这里来吃饭会怎样？”
我们能在伊菲麦露的观察里体验到一种解

构意识， 一种直接应战的果断和自信。 她从青

春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 “麻烦鬼， 与众

不同”， 并认为这是保护自己的壳， 后来在美

国， 遇到排斥言论和眼光时， 她确实是依靠这

保护着自己 。 当白人雇主夸赞她的名字具有

“多元文化” 的美妙， 伊菲麦露想的是这样的

人会 “把文化视作专属于有色人种的陌生多彩

的宝藏， 一个始终必须能与富饶挂钩的词。 她

不会认为挪威有富饶的文化”； 当她在博客里

和读者分享非裔妇女因为自己天生粗糙 、 打

卷、 缠结的头发而对头发施加的各种酷刑……
她摆脱了个人困境的局促， 也抚平了种族主义

的戾气本可能会让文本具有的撕扯和焦灼感。
即使在写爱情的时候， 阿迪契写的还是平

等和诚实的可贵。 伊菲麦露花上 13 年才明白，
种族主义的幽魂阻止了她获得真正的爱情， 也

令她无法获得他人真正平等的对待， 比如她和

布莱恩之间， 存在着 “美国黑人” 和 “非美国

黑人” 的差异导致的观念差异。 奥宾仔在伦敦

的非法移民的经历， 可以视为伊菲麦露美国经

历的镜像， 当他看到旧友出于实际需要和一个

大龄女律师结婚、 并习惯于在任何聚会上肯定

“施主”的恩惠时，奥宾仔的观察是：“他把家乡

定义成丛林，让自己扮演丛林的解说员”———他

内心的犀利和悠然， 像伊菲麦露的那件 “安全

壳” 一样， 在他困窘的时候保护他， 并让他最

后敢于拒绝陈词滥调的尼日利亚新贵生活， 选

择和伊菲麦露重归于好。
贯穿全书的 “平等” 和 “迁移” 的主题，

目标指向这段重逢， 指向重逢背后的寓意： 让

你感到自己是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 自信的个

体， 而不是一个需要躲避在躯壳里被保护、 被

质疑的卑微之物。
（作者为书评人）

随着阿契贝的离世和索因卡的老去， 当代非洲文学翻开了新的篇章。 活跃
的非洲新生代作家中， 尼日利亚女作家阿迪契是格外受到关注的一位———

当幻想中的社会形象被打破
他们最终远离了西方

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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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注

在阿迪契的主要作品中，长篇小说《半轮黄日》是对尼日利亚近代史的记录和反思，《美
国佬》则传递了她以移民身份对美国的态度，“平等”和“迁移”的主题贯穿于她的写作。

———编者

■

上图为画家亨利·卢梭油画作品 《月光下的吉普赛女郎》

库库切切或或奈奈保保尔尔处处理理““精精神神移移民民””的的
题题材材时时，，色色调调远远比比《《美美国国佬佬》》压压抑抑阴阴沉沉，，
想想想想在在《《青青春春》》或或者者《《男男孩孩》》里里，，那那种种无无

边边昏昏暗暗的的颓颓丧丧。。 而而阿阿迪迪契契笔笔下下的的人人物物

在在遭遭遇遇偏偏见见和和敌敌意意时时，， 天天性性里里有有一一种种

幽幽默默和和超超然然，， 能能够够在在充充满满阻阻碍碍的的环环境境

里里拓拓宽宽自自己己的的边边界界。。

导演忻钰坤在新作《暴裂无声》里明显地学习了韩国电影《老男孩》和《黄海》，
尤其男主角张保民这个人物很大程度地参考了韩国演员河正宇在 《黄海》 里的形

象，这两个男人做事和处事的方式是大致相似的。 左图《暴裂无声》，右图《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