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我私人的
闭幕电影是冲田修一的 《有熊谷守一
在的地方》， 其时尚在人间的树木希林
与老戏骨山崎努静默地对戏， 演出一
对非常 “日本” 的隐居夫妻， 山崎努
饰演的画家熊谷守一数十年不曾出门，

每日周游院子里的微观山水， 沉浸于
创作的自得境界 。 在他最新出演的
《漫长的告别》 里， 一位罹患阿尔兹海
默症的前大学校长父亲， 成为他饰演
的又一个厚积薄发的角色。

同为 1930 年代出生的老牌昭和
男星， 山崎努同田中邦卫、 仲代达矢等
演员一样， 亲历了战后日本电影群英荟
萃的传奇年代， 这份经历亦在今日成就

了其羚羊挂角的表演魅力。 影片里的父
亲， 精神状态游走于清醒与失落， 并随
影片讲述事件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过程
漫长而润物无声， 恰如影片的主题一
样， 对表演者和角色来说， 都是追寻一
道温柔之光的过程。

女主角、 饰演小女儿的苍井优近
日的婚讯无疑成为这部五月在日本上
映的电影第一卖点， 事实上， 生活中
（或新闻里） 的苍井优与她所饰演的
小女儿身上的种种个人气质几乎是无
缝对接的， 这亦是日本的 80 后一代
演员比较突出的特点， 即对自身公众
形象与角色形象的高度统一， 达成日
本电影中所在多见的万化角色， 比如

高良健吾、 前田敦子以及三浦贵大等皆
属此类。

言归正传， 《漫长的告别》 聚焦老
年痴呆人群 ， 但同时辐射到病人的家
人。 这部改编自中岛京子小说的电影将
四口之家的格局设定为嫁到海外的大女
儿、 独居奋斗的二女儿及留守家中的双
亲， 其实一早就已经搭建好了一个很容
易落入俗套戏剧冲突的情景， 影片中当
然也出现了诸如海外女儿每次回国都会
被老公抱怨等情节， 但在整体叙事上 ，

实则还是沿着历年来日本以 “旬报十
大” 为标杆的口碑小格局作品风格， 通
过细致的物件线索串联一家人的集体回
忆。 令人动容的父亲赠送女儿辞典、 带

着三把伞出门等桥段 ， 在在呈现出家
庭 （而非家族 ） 情感纽带在当代日本
的重要地位 。 母女三人在旋转木马外
找到父亲 ， 看到他在转盘上释放天真
笑容 ， 即是将当下的时空与父亲脑中
残存的与家庭成员相处的温馨场景对
接 ， 而父亲口中念念不忘的 “回家 ”，

亦制造出既勾连父母青年记忆又意在言
外的悬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漫长
的告别》 与一般意义上的新世纪以来日
本家庭主题电影有所区别， 其绵延情感
的方式层层递进， 同时推进的过程并不
顺利。

在阿尔兹海默症主题之外 ， 影片
亦通过两名女儿的不同人生轨迹勾浮
出 2010 年代日本人面对的现实问题 ，

比如去国怀乡的身份认同 （大女儿的
日本移民丈夫及接受西方教育的儿子 ）

或日本青年的生存现状 （小女儿不断
做出的厨房努力 ）。 “311” 大地震毫
无疑问是片中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创
伤表征 ， 自地震发生至今的八年里 ，

这场浩劫已经出现在相当可观数量的
日本电影中 ， 去年的 《夜以继日 》 便
是直接表现地震发生当时的众生反应 。

《漫长的告别 》 通过母女电话呈现灾难
间接现场并由此引发母亲对是否可以
出门的担忧 ， 这一重创当代日本人身
心的灾难被嵌入无法维持记忆的父亲
人生最后阶段 ， 相信绝非创作者的闲
来之笔 ， 记忆的惨烈程度与消逝速度
成正比 ， 是具有相当摧毁力的矛盾 。

这部电影借助个体对人间的缓慢告别 ，

呈现一家人的生活境况 ， 进而延及具
有普泛性的全民议题 ， 展开过程同样
层次分明 ， 在编导方面来说可以看出
极强的逻辑性与把控能力。

也正因此 ， 《漫长的告别 》 虽不
乏足以煽情的佳句 ， 但未将重心放在
催人泪下上 ， 相反 ， 由头至尾 ， 片中
角色对于父亲终将逝去这件事情的姿
态是冷静的 ， 影片所呈示出来的节奏
也是极尽克制 。 在片头游乐场内小女
孩的对话 ， 实际上与故事主要人物关
系不大 ， 但却以旁观者的角度直接从
现实层面插入在父亲的记忆深处 ， 这
种游离式的叙事本身即已经表明了导
演的鲜明态度 ， 即是要以面对 “漫长 ”

本身的从容来抚平创伤 ， 无论其产生
于昨天还是当下。

影片里父亲到最后时刻仍然记得
对视频连线对面远在大洋彼岸的外孙
挥手 ， 这或可理解为是父亲为自己保
留的最后一道防线 ， 逐渐消失的世界
最边缘处 ， 是模糊的最后温柔 。 有意
思的是这道防线是由全球互联网络技
术提供支撑的 ， 仅在咫尺的远方人 ，

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社会人际相处的
特征之一， 而在影片提供的这一无奈渐
行渐远的亲缘案例中， 显然颇有利用科
技与现实反差激发怅然情感的意图。 随
着父亲的去世， 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
不成误会的误会也随风而去， 二女儿将
书本还回父亲的书房， 一本被取错了的
辞典， 烛照出世人牙牙学语时的最初情
景， 两个女儿一度与父母疏远， 因这漫
长的告别反复团圆， 如同对家庭的原生
时期的执着回归。 影片中两次为父亲过
生日， 一次在患病初期， 另一次则将生
日帽子戴在了病床上的父亲头上， 这一
场景极尽荒诞， 因现实中医院决不可能
允许。 如同今年另一部日影 《葬礼的名
人》 中众人抬着老同学的尸体走进母校
一样， 我更愿意将这类场景理解为面向
观众的 “弥留体验 ”， 也许我们正是在
这种不知今夕何夕的错觉里， 才可以最
近距离接近主人公不易为外人体验到的
内心触觉。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 影
评人）

当记忆望着我

陈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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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集中

放映了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

会主席、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

系列作品。这位在 2011 年凭借《小亚细

亚往事》 拿下金棕榈评审团大奖、2014

年用《冬眠》拿下金棕榈奖，在土耳其享

有盛誉的著名导演，以其个性鲜明的风

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奠定了其在

国际电影界不可替代的位置。

其实，就其作品数量而言，锡兰无

论如何也是排不进多产行列的。 1995

年，执导个人首部剧情短片《茧》（获第

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提

名）；1998 年，执导剧情长片处女作《小

城岁月》（获第 4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卡

里加里电影奖）；2000 年， 执导剧情片

《五月碧云天》（获第 50 届柏林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熊奖提名）；2003 年，

执导剧情片 《远方》（获第 56 届戛纳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主

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2006年， 自导

自演剧情片《适合分手的季节》(获第 59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

奖提名)；2008 年，执导剧情片《三只猴

子》（获第 61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金棕榈奖提名和最佳导演奖 ）；

2011年，执导剧情片《安纳托利亚往事》

（获第 59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金棕榈奖提名、 第 25 届欧洲电影奖

最佳导演奖提名）；2014年，执导剧情片

《冬眠》（获第 67 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

片金棕榈奖， 第 27 届欧洲电影奖最佳

导演提名）；2018年，执导新作《野梨树》

（入选第 71 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 如上九部剧情片，外加 2012 年执

导的纪录片 《库斯图里卡: 巴尔干坏男

孩》，满打满算，总共只有 10 部，何以能

够蜚声欧亚，并赢得世界级的声誉呢？

首先是标识性强。 锡兰影片触碰

的主题非常多元 ，大到政治 、经济 、社

会，宗教、性别，小到个人、家庭、恋爱、

伦理……而且， 几乎每一个议题和触

角都被安置在小亚细亚边远的安纳托

利亚山区：远离喧嚣的静谧，山地的芜

秽荒凉 ，人心的隔膜 ，浩瀚的天际 ，为

揭示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

内在关系营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氛

围。 加上影片的节奏从容不迫，镜头细

腻唯美， 人物栩栩如生， 对白饱含哲

理，乡土浓馥醇和，雪景美不胜收……

这一切构成了锡兰作品的标配， 使之

成为兼具欧亚文化交汇的一个 “这

个”。 不要说电影创作中常见的“英雄

所见略同”，想要刻意模仿都难！

其次是持续性长。 从 1995 年执导

个人首部剧情短片《茧》开始，到 2014

年凭借 《冬眠 》获得第 67 届戛纳电影

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历经 20 年，锡

兰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追求： 通过

深沉悠长的镜像展示生命的轨迹 ，运

用充满诗意的叙事和画面表达自己的

人生思考。 深藏若虚，不动声色。 人性

的欲念与郁结，人物的沉沦和挣扎，成

为他影片的母题。 每过两到三年，锡兰

总有一部力作悄然面世，非惊天动地，

不显山露水。 但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引

发极大关注、触动众人眷顾，犹如颇有

分量的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 ，荡

起一串一串涟漪， 微波荡漾， 潜流涌

动，给人不尽的回味和思量。

最后是执着度高。锡兰是充满韧性

的， 这种韧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不仅他的每一部影片的场景都选在自

己的出生地安纳托利亚山区，而且始终

围绕“爱恨情仇”的母题铺陈渲染，日月

经年，一如既往，顽强地开掘着他的人

性世界。 就像《五月碧云天》里的老父，

在家庭成员全部离开后，他依然留在了

小镇，悠然自得地与大自然相伴；也很

像《野梨树》中的那对父子，他们的出发

点和归宿处都在那口深井，即便挖不出

清泉，也要让它生生不息。当然，锡兰的

执着最终是得到回报的，不仅捧得了最

佳“金棕榈”，也得到了“金熊”的青睐。

我看锡兰， 最受触动的正是他的

韧性和执意。 13 世纪的土耳其著名诗

人尤努斯·埃姆雷曾写道 ：“我沿着一

条路走，我看到一棵高高的树，非常迷

人，非常甜蜜”。 我想，沉淀在锡兰心灵

深处的可能正是尤努斯·埃姆雷等先

人们开创的这个传统。 其实，“沿着一

条路走”，心无旁骛，矢志不移，也可以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规律。 对生

活，体悟本质，嚼透底蕴；对民众，爱得

真挚、爱得彻底；对艺术，精耕细作，持

之以恒，才可以种植出“高高的”“迷人

的树 ”，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 、足以传

世的精品。 锡兰们走出的正是这样一

条颠扑不破的通天道路。 不得不承认，

在我国近年的电影创作中， 对这种艺

术铁律的倡导和坚持少了， 追逐时尚

和应景应变的多了； 看重商业价值的

多了，重视精神承载的少了；坚守艺术

本分的少了，摆弄技术技艺的多了。 我

们有些电影人太实惠太追逐功利了 ，

眼睛只盯着市场和票房， 一旦某个题

材 、样式获得成功 ，便一拥而上 ，大量

炮制繁殖， 直至耗尽它们最后一点生

命力， 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 推陈出

新。 殊不知，寸心一旦漂浮，它的根基

也就动摇了；艺术一旦逐流，它的生命

也就枯萎了。

锡兰 20 多年的坚守，对我们能否

有些触动和启发呢？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恰似你被遗忘的温柔

李建强

独孤岛主

———我看土耳其导演锡兰和他的电影

———评上海国际电影节日本展映片 《漫长的告别》

毋庸置疑，每一次的上影节抢票，

都是极为激烈的竞争。 今年的 《海上

花》和《阿基拉》等热门影片，更是在顷

刻之间便已售罄。 不过，寻找那些冷门

佳片，也是电影节的乐趣所在。 对笔者

来说，印度电影《萤火虫》，就是本次上

影节最耀眼的遗珠。

即使是把这部影片放在所有的印

度电影之中，也无法掩盖它的独特性。

这部作品用它别样的风格， 诠释了一

系列极具普遍性的议题。

《萤火虫》的故事主线非常简单：一

名八十岁的老妇乔纳基， 在弥留之际，

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她十几岁时

的爱人、她那并不幸福的婚姻、她那位

研究植物的科学家父亲……但是，对于

一部注重形式感的艺术电影来说，重要

的不是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而是讲述

故事的方式。 这部影片的导演名为阿蒂

提雅·维克拉姆·森古普塔，他此前的作

品 《爱的劳工 》（2014），通过极为克制

的手法， 展现了生活中静谧而微妙的

时刻。 而这部《萤火虫》，据说取材自导

演祖母的个人记忆。 在这部影片里，阿

蒂提雅保持了对生活细节的高度注

重，但他采用了更多复杂的风格手法，

讲述了一个更为魔幻的故事。

《萤火虫》最惊人的地方，就在于它

处理“记忆”的方式。 电影是一种重构时

空的媒介， 我们常常能够在一部影片

中， 看到角色们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

这在现实生活的线性时间中，是不可能

做到的。 在电影中，有许多呈现“记忆”

的常规方式，例如采用柔焦镜头、黑白

影像等等。 不过，一些先锋的艺术电影

导演，也会发明出其他的手法。 例如，今

年逝世的著名实验导演乔纳斯·梅卡

斯，就以他的“跳跃式剪辑”而闻名。 在

他的《行旅歌集》（1981）等影片中，他用

高速跳动的影像，来模拟记忆的质感。

而在 《萤火虫 》中 ，阿蒂提雅处理

记忆的方式，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却有

效得令人吃惊。 在这部影片里，年迈的

乔纳基直接出现在了自己记忆的场景

之中。 在一般电影的回闪段落里，记忆

的主体一般都会幻化为自己当年的容

貌。 但在《萤火虫》里，一位 80 岁的妇

人，以自己年迈的身躯，重返生命中那

些难忘的时刻。 在这些场景里，她周围

的那些人都显得比她年轻许多。 于是，

我们会看到一位将逝的老妇， 躺在一

位少年的怀中， 那位少年是她曾经的

爱人；我们会看到她惊醒在寄宿学校的

床上，在周围清一色的少女中间，她显

得如此突兀；我们会看到比她“年轻”得

多的母亲，为她擦拭身体，对她严加管

教……这种年龄之间的差异，首先会为

我们带来一种违和感。 但是，随着影片

的进展， 这种呈现记忆的独特方式，让

我们更为深切地体认乔纳基的感受。 当

一位老人回忆自己的过去时，难道她可

以舍弃自己的身体吗？ 即使在她的记忆

中，周围的景象再鲜活，她仍旧只能面

对自己的衰朽之身。 在《萤火虫》里，导

演甚至无需使用柔焦镜头或黑白滤镜，

就创造出了一种时间交错之感，就诠释

了年老者的孤独与无奈。

除了“亲临现场”的记忆主体之外，

阿蒂提雅还设计了系统化的视听手法，

用来呈现女主角一系列的记忆空间。 从

布景特征上来说，影片中的场景大多是

潮湿而污秽的，但与她年轻的爱人有关

的那些场景，显得更为明亮、洁净。 而

且，导演让那些重要的场景（例如长廊、

阶梯、彩窗等）重复出现，以此表现这些

场景在女主角记忆中的地位。

从镜头运动上来说，大多数的场景

都是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拍摄的，这赋

予了这部影片一种装置艺术的质感，令

人想起蔡明亮和阿彼察邦的作品。 如此

频繁的固定镜头，要求导演使用更为细

腻的场面调度和摄影技巧。在一个母亲窥

视乔纳基与爱人的镜头里，阿蒂提雅通过

“移焦”的手法，让观众的注意力从一个焦

平面移动到另一个焦平面，从而达成了视

点的转换。 当然，阿蒂提雅偶尔也会使用

一些运动镜头，这些稀有的“变量”，呈现

了女主角记忆中那些宝贵的时刻———例

如她依偎在年少时的爱人怀中， 一同吃

着橘子的镜头。 更重要的是，《萤火虫》中

频繁出现的那些象征性元素， 让这些记

忆显得格外深沉、厚重。 其中，萤火虫、橘

子和火焰， 可以说是一组互相关联的意

象。 在整部影片潮湿阴暗的底色之上，这

些明亮的、 暖色调的物体， 显得格外耀

眼。 其中，在女主角那段动人的爱情之

中， 橘子自始至终都是不可缺少的关键

道具。 导演用剥橘子的段落，来展现两人

之间的柔情；少年点燃橘子皮的场景，也

令人印象深刻；在影片的末尾，那个动人

的重聚场景里， 我们同样看到了橘子的

存在。 无论是剥橘子的动作、橘瓣的形状

还是橘肉的脆弱性， 都让这种水果非常

适合用作爱情的象征。

与此同时， 萤火虫和火焰等意象，

也被用来指涉我们明亮但短暂的人生。

在影片中， 萤火虫可以是孩子们的灵

魂，也可以是老者的呼吸———无论是前

者还是后者， 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都

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 无论是时间、

记忆还是爱情，都是电影艺术中永恒的

议题。 这位新锐印度导演拍摄的惊人之

作，让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审

视这些概念。《萤火虫》告诉我们，一部印

度电影， 并不一定就是歌舞片或情节

剧，它也可以是构思精巧、意味深长的

艺术杰作。 （作者为影评人）

他沿着一条路走，

种出了“高高的树”

———评上海国际电影节
印度展映片 《萤火虫》

印度电影《萤火虫》是一部构思精巧、意味深长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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