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 《孩子不想理解 》剧照

电影的魅力及这种魅力所带来的

对观众而言弥足珍贵的微光， 固然因

新的世界与旧的历史交相辉映而历久

弥新。 对我个人来说 ， 本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最期待的影片莫过于进入本

届不设评奖的主竞赛单元的日本影

片 《孩子不想理解 》，理由很简单 ，因

为导演名叫冲田修一 。

在过往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纪

录中， 冲田修一在商业电影范畴拍摄

的所有作品， 一步不落地都曾与观众

见面 ，从 《南极料理人 》到 《横道世之

介 》，由 《啄木鸟和雨 》到 《有熊谷守一

在的地方》，冲田修一不断以低调的荒

诞性呈现人世间的种种日常与异常 ，

也在步履不停地实现着作为电影作者对

“人生”本身的认识精进过程。

《孩子不想理解 》以少女美波在机缘

巧合下寻找自己的生父为主线，讲述了她

与生父“得而复失”的相处。 故事简单、平

淡，甚至俗套，反过来说，在这样几乎毫无

波澜的叙事中更考验导演功力。 冲田修一

在此片中流露出对人情的细致体认及生

活本身俗常荒诞性的把握，甚至更胜于堪

称本世纪最伟大日本电影的 《横道世之

介》。 片中除了“追寻生父”这条主线之外，

更有美波与同学昭平的朦胧情感、昭平与

因为变性而被赶出家门哥哥的微妙关系、

母亲与生父隔空的心灵感应、生父与继父

对美波殊途同归的爱，甚至连美波与昭平

之间的情愫生发，都可以在母亲同生父

的关系中找到影子。 《孩子不想理解》

的剧本中充满了乍看散乱，实则多重呼

应共鸣的人物关系构作，令前半段节奏

显得拖沓的影片在后半段奇迹般春风

回梦，令观众恍如醍醐灌顶。 在表现小

孩与父母辈的信息不对等与情感误解

同时，也同时触及了日本“泡沫时代”成

长起来的中年一代的“失语”。 误解与

打破误解的行动不断进行，在父女相处

过程中，丰川悦司饰演的父亲与上白石

萌歌饰演的女儿反复在双方暌违十数

年的情况下打破僵局。 真正的破冰却

发生在最后美波对昭平的表白，这位形

象健康可爱的游泳女孩一紧张就会忍

不住笑个不停， 恰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人际

误解， 当她终于在昭平帮助下顺利表白并得

到肯定回馈， 片中人物间的所有无形藩篱也

即时宣告消解。美波热爱的似乎名叫《魔法少

女水泥匠》的动画片里，身为水泥的父亲与形

态随时溶解的儿子的纠结关系， 经由魔法得

到开解，这是冲田修一式特有的解决方法，人

生的事，本来并没有那么困难。

就像我坚持认为冲田修一作为导演，比

享誉国际的是枝裕和心态更为平和， 亦更自

然地接受必将到来的甘苦，在“与君重逢”的

情境下进行的观影活动， 其实也是另一种形

式的随遇而安， 一方面大家接受了观影环境

发生客观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对电影的热

情， 也透过放映机打在银幕上的光亮得到落

实。包括我本人在内，相信大多数进场的观众

都抱持着一种不灭的信心，毕竟，这道熟悉的

光终究还是亮起了。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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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地区电影院有条件地重
新开放， “与君重逢” 的心情不仅
仅来自对于大银幕视觉感受机制的
渴望， 更来自于对 “看电影” 这一
行为本身所带来的一种生活习惯的
依赖。 观影前的期待、 通过网络资
料了解影片信息的必要动作以及观
影后的同好分享过程， 都是这一行
为的附加部分。

在这过程之中， 来自本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观影体验尤其难忘 ：

所观看的影片， 不再执着于大师/

4K 等热门单元 ， 而是怀抱着随遇
而安的心思， 与任何未知的作品欣
然相逢， 与这些作品带来的惊喜欣
然相逢。

《夏季之白》是笔者在本届电影节

上观看的第一部电影，来自墨西哥导演

帕特森， 关于一个单亲家庭男孩成长

史。 乍看似乎并无出奇，甚至与世界范

围内许多同题材影片撞车， 但由第一个

镜头开始，导演便将其关于“色彩”的空

间图谱意识非常明确地加诸到视听语言

之中。 男孩与母亲两人同住的小楼常被

深蓝与橘黄的光线隔成两个世界， 明确

地道出了两人同居一处但又各自心不在

焉的状态。

影片主要角色就三人 ：男孩 、母亲

以及母亲的情人，当这个担当“准后爸”

的角色闯入母子二人的生活时，同时也

带来了属于他的色彩，那就是以装修涂

料形式出现的“夏季之白”。墨西哥的盛

夏之中，男子意图重新装修小楼 ，以这

款涂料对房间进行修补，同时似乎也在

对相爱相杀的母子关系进行涂抹。男孩

拒绝了男人的示好，在自己于郊外发现

并整理过的费奇房车被男子的涂料侵

占之后，一怒将车焚毁，彻底与闯入者

决裂。这部影片对于男孩静默而倔强性

格的刻画甚至令我想到了金庸的《白马

啸西风》里那位“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

我偏不喜欢”的女主人公李文秀 ，当面

对来自母亲与“继父”的双重示好，甚至

一度参与了“合家欢”游玩场景的时候，

男孩心中仍然是寂寞与渴望独立的，无

论这位“继父”如何耐心指导自己开车，

他最享受的依旧是自己在废车中独处

的日子。在颇具指向性的室内色彩构建

中，导演明确地表达三人之间颇暧昧的

紧张气氛，“夏季之白”的努力最后全面

崩溃，母子关系藕断丝连，生活回复平

静，夏天却已经将过去了。

面对不太了解的墨西哥电影， 能够

最直接解读的是影片中属于人伦常理的

一面， 这是在电影节偶遇陌生作者的意

义所在———在差异化明显的异域作品

里，体味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生命经验。 本

次观看的几部影片中， 有若干部都是包

含了这样的精神的作品， 他们往往被安

置在“万花筒”的多国别单元里，容易成

为影迷的遗珠。

日本导演松居大悟的新作 《#全力

手球》便是这样一部片子，在接受朋友

转票之前， 我甚至还不知道这位拍了

《啄木鸟和雨》以及《你因你是你》的鬼

才导演又有新片问世。 片名的“#”不可

或缺，而“球”字后又不可以再画蛇添足

加上符号，因为按照片中聚焦的社交媒

体规则，图片标签只需要前缀便可以起

作用。 这部电影题材是高中生热血手

球，但实现方式是通过在SNS上以“#全

力手球”为标签扩大校园男子手球队的

宣传。 松居大悟此次尝试以主流商业类

型片的结构方式，呈示出其脱离实验风

格、追求类型化的努力。 饶是如此，片中

仍然出现了相当多一眼可见是“松居风

格”的桥段，比如开场时仿手机竖屏画

幅的营建，比如在正片中同时插入手机

SNS画面。 这部内核实际上聚焦当代青年

的网络认同的影片，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令

置身中国影院的观众不禁莞尔。 两名男主

人公每每跑到球场外围栏处刷手机，因为

只有那个角落有免费的WiFi信号， 在用惯

了无限流量的上海观众看来，似乎对从这

一细节可以管窥到的日式生活观有更具比

对性的理解。

另一部平日更难见到的安哥拉电影

《空调》， 则直接印证了上海滩最最深爱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妖灵妖老师在最近一

篇文章中所说的：“电影节的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展示平日里院线电影很少触及的

国别和地区生产的电影 ， 了解这些电影

也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 也许它

不一定有你想象得那么精彩 ， 就像生活

不可能24小时都是精彩，但那确是活生生

的生活。 ”这部电影围绕一个看似简单的

任务展开：一名保安同一名女佣受命取回

老板送修的空调，在虚构的 “空调纷纷坠

楼酿成事故”的安哥拉现实背景中 ，寻找

空调的两人经历一场光怪陆离的冒险。 这

是上海观众在大银幕上极难见到的非洲

电影，而且是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方式呈

现的。 莫名坠落的空调、电器维修店老板

自行设置的可以录制记忆的装置、不言不

语角色之间无声的交流，令这场冒险披上

更多迷影外衣，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像是泰

伦斯·马利克和王家卫的合体， 无论实际

效果如何，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无疑是对观

影者眼界的开拓。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空调》，应该

还有更多根植于本土的非洲制作值得进入

视野， 而对于非洲电影本身的发掘努力中，

制作与接受层面如何破除既定的固化意识，

更是值得好好探讨的话题。

因此 ， 当看到入围去年威尼斯电影

节 、由曾经拍出沙特阿拉伯结束长达35年

禁令后首部在沙特拍摄电影 《瓦嘉达 》的

女导演海法·曼苏尔执导的 《完美候选人 》

时 ，这种击破刻板印象的欣然感觉变得尤

为强烈 。 影片围绕一位想要到迪拜应聘更

好医疗机构的女医生展开 ，在因沙特社会

的某种男权机制而不得不放弃登机之后 ，

她误打误撞成为了所在地方的市议员候

选人 ，在参选过程中 ，她秉承着要将供职

诊所门口的道路修好的理念 ，面对的却是

沙特社会无处不在的风俗与男女权利不

平等制约 。 从没有电影到大胆提出质疑 ，

对沙特阿拉伯电影来说无疑这是相当可

贵的一大步 。 导演曼苏尔并不以创造奇情

或巧合完成她的批判 ，而将宏大议题缩影

进普通人的故事中 。 医生的父亲 、姐姐等

全家都是婚礼歌手 ，一度亦是一个不受尊

重的阶层 ， 但父亲勇敢参加巡回演出 ，并

加入国家乐团 ，闯出一条尊严之路 ，女儿

在竞选失败但公路完成修缮之际选择上

台演出 ，人生的起伏同社会议题同样在导

演的观照视野之内 ，生活与梦想 ，构成了

奋斗的一体两面 。 这部影片本身 ，也包含

了作者的表达欲望与电影节 /西方视角如

何共存的问题 ，所有这些 ，对看惯了商业

大片的观众而言都相对陌生 ，看到了 《完

美候选人 》 营建的大音希声的丰富世界 ，

对我们风平浪静的日常 ，无疑也是一种重

新认识 。

在今年的观影过程中 ，我放弃了

以往凭借自以为是的热爱而进行的

热门选择 ， 所以这次包括费里尼 、北

野武以及 《现代启示录 》等大师与修

复经典 ，我都退避三舍 ，转而主动选

择了一些平时比较难以见到的或容

易忽视的作品。 在经典修复及影史推

荐单元 ，今年观看的两部电影特别有

意思 ， 一部是来自剧情片先驱大卫·

格里菲斯的 《一路向东 》（更为人所知

的译名是 《赖婚 》），一部是阿尔弗雷

德·雷铎导演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

《遥远的旅程》。 前者在经典人物与经

典影片的意义之外 ，激发观众对于电

影档案保存的思考 ，后者则在成片70

年后 ，再一次引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系统反思。

《一路向东》是格里菲斯1920年的

作品，比起他在影史上脍炙人口的《一

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都要晚，以

今天看来非常情节剧的方式讲述美国

乡村姑娘安娜被始乱终弃并进而引发

一系列苦难的经历。 格里菲斯在此片

的高潮部分又一次展现了他奠定好莱

坞百年来镜头叙事传统的个人风格 ，

以“最后一分钟营救”式的平行剪辑呈

现冰川流亡的安娜与紧随而来实施救

援的爱人在整个生死关头的追逃。 这

一经典场面也经常被各类学术著作及

电影课堂作为例子引用。 格里菲斯在

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无需赘言， 值得

被提起的是观看此片所引发的另一重

思考———在1920年代开幕的当时 ，是

否全美只有格里菲斯一位导演采取这

样的方式拍片？ 当时此类的影片，留存

至今可以看得到的有多少？ 有没有对

这个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诚然，这些问

题也许早已经有答案， 但由观影而进

一步体认影史并重新审视本身， 是一

种宝贵经验。 同时影片中多处出现来

自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关于此片缺

失片段说明的字幕卡， 作为电影文献

资料一并在正片中与某些不成段的静

照一起呈现给观众。 影史经典单元的

影片担当着令观看者在认识电影的同

时认识电影史的功能。 在此次《一路向

东 》的展映中 ，这样的意味相当明显 ，

与4K抢票大热门《现代启示录 》以 “导

演最终剪辑版” 面对观众的姿态有点

异曲同工，视听盛宴的享受作为卖点，

其外是对影片历史版本的重新认识与

研究。

1950年的《遥远的旅程》则是在4K

修复单元相对不太热门的一部影片 ，

但在捷克电影史上地位重要， 导演阿

尔弗雷德·雷铎本身就有二战期间的

痛苦经验。 在这部直接表现二战期间

捷克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过程的影片

中， 以三条线索表现了社会各色人等

面对纳粹的步步进逼而逐渐命若浮萍

的过程。 在剧情片展现微观的人物故

事同时， 将画面缩放入反复出现的作

为大背景的纳粹上台-战争-占领等一

系列过程的纪录片片段中， 在真实出

现的希特勒、戈培尔以及沦陷画面里，

被虚构同时也是构成无限逼近真实历

史叙事的人物个体被反复激活，成为深印

观众脑海的影像记忆。 在影片中，除了对

各阶层人士的细致描摹之外，更将作为囚

犯的犹太人本身受难场景同群像展示紧

密结合，主要人物的动作同画面中的次要

人物重要性不分伯仲 ， 往往配角的微小

动态，更能够揭开这段苦难历史的冰山之

角。 雷铎在此片中不仅要控诉，更带有极

大的悲悯意识， 对普通的犹太家庭来说，

除了来自外在的几乎不可抗的邪恶力量，

是否仍有一些其他因素迫使他们一步步

踏入死亡陷阱？片尾重获自由的呼声回荡

在空落的集中营 ， 相应的是想象中的鲜

活人们 ，他们曾经一同经历乐与怒 ，也见

证了活的历史 ，肉体不存 ，记忆永远留了

下来 。 通过具体场景的非常细致的声音

细节 ，导演也建立了一个某种程度上不

可复制的战时生活声音档案 ，更不用说

雨中送别罹难队伍的乐队场景 ，他们共

同构成了一种也许在拍摄当时并没有

被意识到的档案实体 ，并且这种实体被

以修复的形式留给后人追念 。

在差异化明显的异域作品里， 体味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生命经验

由观影而进一步体认影史并重新审视本身， 是一种宝贵经验

电影人步履不停， 实现着他们对 “人生” 本身的认识精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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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明天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