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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无成的郑开司心里住着一

个小丑 ! 在他意气消沉的每一个时

刻 ! 都跳出来拼尽全力抵御来自四

面八方的牛鬼蛇神"""电影 #动物

世界 $ 的开篇 ! 将主人公郑开司的

心理空间描绘成光怪陆离同时充满

残酷的世界 ! 以漫画式的动作营构

建立起与现实中的角色产生鲜明对

比的场景 ! 一度令人认为 ! 韩延执

导的这部新片会单纯以动作与死亡

为引线进行类型片建设 %

但这只是一个幌子% 作为中国新

晋电影导演中颇具代表性与现象性的

一位! 韩延在 &动物世界$ 中并非想

要就事论事地讲传统故事! 而是以相

对荒诞的场景引出了郑开司 !李易峰

饰" 在现实中种种无奈困境' 母亲成

为植物人 ( 与护士刘青 !周冬雨饰 "

的恋情得不到彻底落实( 被信任的朋

友欺瞒导致背负巨额债务% 心里的小

丑大开杀戒! 生理上的郑开司一筹莫

展! 身处狂放与压抑之间! 是引发之

后所有行动的最根本导火索 % 诚然 !

被掌控游戏者命运的终极反派安德森

!迈克尔#道格拉斯饰" 绑架 !事实上

郑开司童年时父亲的失踪已经与安德

森有关" 最终引发了郑开司踏上命运

号游轮( 进入极尽残酷的纸牌生存游

戏 ! 但这场冒险发生的核心推动力 !

仍然是郑开司本人不甘认命的情感冲

动% &动物世界$ 的意涵即是主角在

精神层面对于外在压力的抵抗! 亦非

常具体而微地呈现于影片展示的船上

各种繁复游戏规则! 与因应这些规则

而生的各色人等的心机取巧%

整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

命运号游轮的场景中进行的% 随着郑开

司入局! 他找到了欺骗自己的好友以及

其他一些居心未明的同盟军% 需要指出

的一点是! 影片的跌宕起伏! 很大程度

依靠安德森在开局之前宣读的相当繁复

的游戏规则! 在面对来自全世界的玩家

时! 这种以固定数量的猜拳图纸牌及玩

家自身拥有的星星数量来决定出局与否

的规则! 具有一种跨越语言 !已然以传

译耳机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种族及地

域文化的通用性%

可惜的是 ! 游戏规则被安德森

在两分钟内讲述完毕 ! 我个人作为

观众 ! 能够接受的有效信息始终有

限 ! 导致在其后凡是涉及到触碰游

戏规则红线的叙事点 ! 都产生了理

解困难 ! 而这种困难也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对于整体剧情发展节奏把握

能力的丧失 %

然而另一方面! 纵然游戏规则的

呈现! 在作为一部主打成熟商业类型

片的电影中显得有些仓促! 但其中的

起承转合! 创作者若自身无法明确摆

正线索! 显然是做不到的% 影片改编

自日本漫画家福本伸行的作品 &赌博

默示录$! 在日本也已经有完整的影视

改编! 但我认为! 同时作为 &动物世

界$ 剧作改编的韩延! 在编织这个故

事时是非常严密地考虑了所有的可能

性% 片中郑开司伙同难友李军( 孟小

胖在步步为营与机关算尽之间一路闯

关! 尝尽人性幽微在极端情境下的锋

芒毕露 % 游戏中最惨淡的结局是无法

上岸而沦为生物实验品! 而这恰恰与游

戏本身所牵扯的对于对战者 )物竞天

择* 式的考验形成天然的呼应% 事实

上! 最终赢得游戏! 或者活着下船! 不

仅靠运气! 亦需要对诸如某一种牌的总

张数( 还未被淘汰的选手手中持牌比例

以及对手心中的盘算等加以通盘考虑%

如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

并不单纯关注物理性的破案过程而重

在揭开嫌疑人的内心世界一样! &动

物世界$ 中的游戏进程固然以既定的

规则推动 ! 然而抛开这些具体规则

!针对我这样没搞明白的观众来说 "!

审视郑开司怒发冲冠背后逐渐冷静的

分析姿态! 可以看出角色自身对当前

矛盾的反应与进化%

&动物世界$ 中存在一些让人一

望而知俗套的场景! 比如郑开司以身

犯险! 进入被囚禁地区! 等待战友将

他赎出去时却遭到背叛! 看上去似乎

与我们观赏过千百遍的同类影片没有

什么不同% 然而这些幌子在最后翻盘

时又成为了 ,反俗套*! 最直接的等待

与希望连同建立在大局观念上的通盘

考虑 ! 造就了郑开司在 &动物世界 $

中的终局% 影片结尾显然呈示了还有

续集! 将 &动物世界$ 定位为首部曲

的话! 一些情节上没有交代特别清楚

的地方也可以欣然交付于下一集-""

比如刘青在这部电影中作为主角女友

的存在! 发挥余地不是太大! 观众无

法直观了解她为何能够与郑开司青梅

竹马这么多年! 又如郑开司父亲的经

历! 显然也值得深入书写%

许多人从表演层面审视这部电影!

会得出 ,李易峰演技有进步* 或 ,周

冬雨没有太惊艳表现* 等结论% 在我

看来! 与其关注这部电影的表演! 不

如重新认识其之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创

作中的意义% 以改编域外作品的方式

进行一种本地化改造! 在 &动物世界$

中显然很聪明地规避了问题! 比如将

命运号游轮引至公海 ! 避免了对于

,赌博* 行为合法性的质疑% 影片中的

!" 效果主要在郑开司臆想中的地铁杀

戮及赌局上人物走位及牌面转换等场

景中展现! 除此之外! 片中动作戏并

不太多! 通过一些特定展示空间纵深

的场面来呈示 !" 效果而并不将 !" 当

成单纯的噱头 ! 似乎是 &动物世界 $

另一沉稳心态的反映%

正如片中的角色为自己的命运尔

虞我诈( 勇敢冒险! &动物世界$ 的

出现本身亦又一次证明了中国电影创

作者努力突破类型窠臼与限制的努力%

这部影像质感上颇似好莱坞惯常类型

片的电影! 显然在剧作的某些方面还

是力不从心! 但其选择的题材及提出

的概念! 甚至是游戏与人物命运的有

机嫁接! 都在在彰显戮力尝试的拼劲%

&动物世界$ 影片上映后最大的

劲敌是新导演文牧野首执导筒的 &我

不是药神$! 这个暑期档似乎是近年来

纷涌而出的( 已然无法单纯用代际总

结的新晋导演发力的一个缩影% 该片

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标杆! 但正是在以

暑期档为代表性标的的中国娱乐商业

片模式的探索上! 具有相当可观也可

贵的意义%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影评
人#

书间道

$贸易打造的世界%&&!"## 年至

今的社会' 文化与世界经济 ( 脱胎于

两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

为 *世界贸易杂志 ( 撰写的世界经济

史专栏文章+ 对一般读者而言有着通

俗易懂, 议题广泛的好处 + 既能普及

关于全球贸易史和现代世界之形成的

入门知识+ 也能激发越出学术范畴的

观感与评价-

$# 世纪初赫胥黎写下反乌托邦小

说 *美丽新世界(+ 在工业文明和现代

科学咄咄逼人的势头下 + 忧虑着人类

被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所操控的未来-

如果说这还是幻想小说 + 那么 *贸易

打造的世界( 则以历史书的冷静可信+

既简单明了地勾勒出 %## 年的世界贸

易如何参与塑造 ' 甚至是主导塑造了

一个可以称为 .地球村 / 的新世界 +

也提供了这个充满便利的 .地球村 /

中令人不安的种种证据 - 是的 + 此书

最触动我的就是它那引入了 .道德经

济/ 指标的包含价值取向的关怀 + 道

德经济 .也就是应考虑到什么是人所

认为正当的事 + 考虑到影响人评断货

物, 劳力之价值的文化倾向-/ 怀抱价

值导向和忧虑之情写历史书 + 此种历

史学家角色会在依旧努力让历史学跻

身于 .科学/ 的人中引起争议 + 本话

题不便展开+ 但如有兴趣 + 不妨翻翻

另一本新近问世的译著&&&乔0古尔迪

与大卫0阿米蒂奇的 *历史学宣言(-

经济作物在贸易驱
动下被人类大规模开发
后 ! 还以一种较隐晦的
方式改造着人类

人类的活动似乎可以总括为寻找

和制造能源 + 而这些活动一直在以

可能从根本上危及自然栖地和人为

栖地的方式改变着地球 - 这一幕在

关于致瘾性食物和移植的两章里得

到充分表现 -

咖啡 , 可可 , 棉花 , 橡胶等经济

作物的大规模移植是世界贸易的重要

内容+ 但此类移植以及在某地种植某

单一作物+ 不仅改变了殖民帝国和种

植地的经济结构乃至制度结构 + 也带

来不可低估的生态影响&&&植被遭破

坏 , 水资源枯竭或水土流失 - 这是

.移植/ 带来的最直观变化+ 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多有见闻 - 比如我在马来半

岛看到腻味的油棕林 + 它们自西非移

植而来+ 切实改善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也将大半个岛的热带雨林一扫而空 -

环保组织已就油棕林对生态的负面影

响敲响警钟+ 无论游客还是本岛年轻

居民怕是已把油棕林当作热带雨林的

固有风光+ 而这种景观或经济模式还

在向印尼推广 + 凡此种种 + 怎一个唏

嘘了得- 又如我在印尼爪洼岛火山地

貌的浇薄土壤中见到惟有玉米和番薯

傲然生长+ 不禁对这两种能为贫瘠环

境下的人提供食物的南美作物萌生敬

意+ 可也是为了种植它们 + 有些地方

大量砍伐山林而造成 !&, $# 世纪严重

的水土流失- 推广这类作物的功过该

如何评断1

经济作物在贸易驱动下被人类大

规模开发后+ 还以一种较隐晦的方式

改造着人类&&&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和

健康而修改人类的物种特征 - 说来也

怪+ 食物类的经济作物基本都有致瘾

性- 鸦片, 古柯碱 , 烟草等明目张胆

致瘾且损害人类的自不待言 + 更该注

意的其实是糖和油这类甜蜜 , 可口又

美好的负担- 说它们是负担 + 因为它

们的致瘾性隐而不察 - 它们作为人类

的能量来源而备受欢迎 + 所以人们对

于甘蔗和油棕 !等油料作物 " 之海量

生产所带来的负担倾向于忽视 - 已有

研究证明 + 味蕾中有种 '()% 受体 +

让人对脂肪味敏感+ '()% 受体数量越

多+ 对脂肪的敏感度就越高 + 然而长

期的高油脂摄入会让 '()% 数量减少-

这意味着+ 爱吃油腻的人 + 口味会越

来越油腻+ 因为他*她对油脂会越发不

敏感2 这何尝不是上瘾 1 为何又要扯

上油棕呢1 因为棕榈油是全世界消耗

量最大的食用油 3 别以为超市里买不

到棕榈油+ 你就没吃过 + 其实棕榈油

存在于各种加工食物中 + 而你却恐怕

连自己吃过棕榈油这件事都不详 + 这

种致瘾还不够隐蔽吗 1 我们藉由文献

对东南亚人形成的传统印象是短小精

悍+ 然而如今你去到马来西亚一定会

大跌眼镜- 摩肩接踵而过的男女老少

!以马来人居多" 是令人目不暇给的胖

子+ 短小依旧 + 宽窄巨变 - 而只要你

注意到他们对油炸食物及含糖饮料的

热爱程度+ 则不必深究就知道此种人

群景观与 !&+# 年代启动油棕种植及加

工产业带来丰富且便宜的食用油供应

有着极大干系-

类似的 + 糖也会在大脑的幽微之

处种下让你欲罢不能的信号 - 提炼出

来的糖会让血糖瞬间飙升 + 带来能量

修复的餍足感 + 误以为甜蜜的世界元

气充足- 其实 + 你只是乘上了血糖过

山车+ 纯粹的糖不仅消化得快 + 也因

为它快捷的代谢方式而不会给大脑以

饱足感+ 反倒让你在吃糖的喜悦感和

能量不足的虚脱感这两者的共同鼓励

下+ 吃下更多甜食 - 提纯的蔗糖对于

营养充足地区的人可谓多余的能量 -

但是甘蔗已经种下 + 糖浆已在熬煮 +

食品加工企业更希望自己的产品 !在

糖的防腐和提味作用下 " 长久保存 ,

全球运销+ 而绝大多数人又对甜味全

无抗拒力- 于是 + 任凭甜蜜的上瘾慢

慢修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 也算是生

产者, 营销者和消费者不经意间的共

谋吧- 打破这场共谋+ 需要一些知识+

也需要一些意识 + 需要跳出市场的思

维+ 还需要摆脱本能的倾向-

还有一种致瘾性食物则永远是非

不断, 清浊难辨 + 它就是咖啡 - 现代

医学研究对咖啡正面功效的肯定并不

错+ 但错在未配合各人体质 - 从中医

角度看+ 咖啡并非任何人都适合 + 肾

精不足之人 !或曰虚火易升难降之人"

显然不适合喝咖啡 - 然而咖啡的文化

营销攻势强大 + 咖啡本身又含致瘾成

分+ 这使得它几百年里在关乎身份与

地位的各种文化符号间长袖善舞 + 总

趋势是阵地愈来愈大+ 战线愈来愈广+

导致如今很多人稀里糊涂就做了咖啡

渣下俘虏 - 就算本属咖啡不宜体质 +

也只想着 .遍寻世界 + 总能找到一款

适合我的咖啡 /- 头脑被咖啡改造至

此+ 到底该归结到咖啡这种植物头上+

还是该归结到贸易文化头上呢1

在贸易打造的世界
里!更需要反思知识的滥用

致瘾性经济作物对人类产生的影

响向我们暗示出更深层的问题&&&知

识滥用的嫌疑与人类未来的阴影 - 罂

粟和古柯这两种在原生态下并不会对

人体有明显危害的植物 + 因化学的介

入而成为毒品的源泉 + 知识为利润所

驱而遭滥用+ 于此为著 - 而知识的无

道德性就同致瘾性一样 + 也有隐微的

类型+ 且同样会在以简单 , 快捷 , 可

规模化为指针的市场化运作下以不负

责任的方式侵入人类生活 + 还同样会

造成尾大不掉的恶果 - 比如 + 新近研

究表明+ 肝脏产生的 ,-,$! 激素会促

进对胰岛素的敏感度 + 因此能帮我们

产生吃够了糖的信号 + 从而控制对糖

类的摄入量-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一种

新型移植作物 , 原产南美的甜菊的市

场前景- 甜菊叶中的甜菊苷是人体不

能代谢的天然甜味剂 + 因此被视为各

类不该多吃糖而又想往甜味之人的解

忧草- 以上两例都容易给人一种错误

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既满

足欲望又不伤身 -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会不会出错+ 目前自然尚无可证 - 然

而试图用新的技术手段掩盖 !却非真

正扭转" 由前一阶段的技术不当所造

成的恶果+ 而不是首先让追求正当性

的意识介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之中 +

这是对技术的上瘾 2 窃以为这绝非科

学发展的正路-

我们这个由贸易打造的世界归根

结底是启蒙时代以来以 .人能无尽 /

为基本信条的知识爆炸所开启和推动

的+ 使世界贸易得以可行的制度创新,

金融工具, 航海能力 , 科学进步全都

由此爆发- 古老的诺斯替文献称知识

树是 .善恶知识树/+ 甚至断言知识给

人类带来灾难 - 今日重新审视此论 +

不由心头凛然 + 我们确乎到了反思应

当如何运用知识 , 如何对待自己和整

个人类的时候了 - 怎样更积极地介入

这个世界的未来 1 或许能由这番反省

开始-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 $贸易打
造的世界% 一书译者#

咖啡如何成为!美好"的负担#
"""评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新作 $贸易打造的世界%

经济作物在贸易驱动下被人类大规模开发后! 不仅以
一种隐晦的方式改造着人类! 还向我们暗示出更深层的问
题"""知识滥用的嫌疑与人类未来的阴影

吴莉苇

! !

"""评正在上映的国产片 $动物世界%

独孤岛主

用一场人生的冒险$
戮力突破类型片窠臼

电影暑期档刚开始! 两部国产影片就刷了屏"""一部是
#动物世界$! 一部是 #我不是药神$% 尤其让人欣喜的是! 两
部影片的导演都是 !" 后% 因此! 在影评人看来! 这个暑期档
似乎是近年来纷涌而出的& 已然无法单纯用代际总结的新晋
导演发力的一个缩影! 而对于影片的评价! 也就不能离开中
国电影的大坐标%

&&&编者
"

#

关注暑期档

$在强大的营销攻势下+ 很多人稀里糊涂就成了

咖啡渣下的俘虏- 图为梵高油画 *夜间咖啡馆(

%*动物世界(的出现本身又一

次证明了中国电影创作者努力突破

类型窠臼与限制的努力- 这部影像

质感上颇似好莱坞惯常类型片的电

影+ 显然在剧作的某些方面还是力

不从心+ 但其选择的题材及提出的

概念+ 甚至是游戏与人物命运的有

机嫁接+ 都在在彰显戮力尝试的拼

劲- 图为*动物世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