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选择在视频网站上线的国产
电影 《春江水暖》 来说， 最大的遗憾
可能是， 观众无法通过大银幕来感受
卷轴美学在电影中的极致运用。 但这
并不代表它只有形式。 与此前同样尝
试将中国画融入电影表现手法的
《冬》 和 《长江图》 不同， 《春江水
暖》 在内容上更加日常， 除了一江山
水之外 ， 还有与那些山水生死相依
的人和事 。 电影如画卷 ， 是一种高
度的美学构成， 但其中展开的内容，

却又是被掩映在富春江山水皴褶之
中的烟火人间 ， 流淌的是生命的无
奈与美好。

可以说， 《春江水暖》 是在用卷
轴美学对电影语言进行中国式的重
构。 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视听语言的
尝试。 如果我们希望电影这一来自西
方的发明能真正被打上中国的烙印，

这种进入中国文化艺术传统深处进行
的探索就是必不可少的。

卷轴美学：

电影语言的中国传统

《春江水暖》 给观众最明显的视
觉感受是它不一样的镜头运动方式和
画面构图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 你也
可以说它不像一部电影， 更像是一幅
流动的山水画。

有一段 12 分钟左右的横移长镜
头给人极深的印象。 那是江一和顾喜
相约江边去见江一开船的父亲， 途中
江一跳入水中沿江边游泳， 然后再上
岸与顾喜行走奔跑， 最后一同登上他
父亲的船顶驾驶舱的过程。 摄影机犹
如观众的眼睛与他一路相随， 而随着
江一的游动和他与顾喜的奔走， 江中
来来往往游泳的人、 岸边钓鱼的人、

台阶上休闲的人、 水边遛狗的人， 一
切熙熙攘攘都在垂柳绿荫和亭台楼阁
的掩映中一一浮现。 这打破了常规电
影语言的焦点透视法则和蒙太奇结构
方式， 更多地借鉴了中国传统视觉艺
术 ， 尤其是绘画中的卷轴美学的传
统 ， 形成了一种如在目前的观赏效
果。 但这种观看体验又不完全和中国
传统卷轴绘画欣赏中的游观相同， 因
为这个摄影机的视点是移动的， 因而
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移形换影，

而是一种真正模拟了人在 “画” 中游
的视觉体验。 另外， 在这种游观式的
观看中， 除了眼前不断变换的风景吸
引观众外， 通过江一和顾喜的交流，

电影也向观众传达了更多的信息。 而
当江一拉着顾喜跑起来之后， 又改变
了画面流动的视觉节奏， 形成了一种
非常丰富的观看体验。 事实上， 在影
片 24 分钟左右的横移镜头中， 突然
从天而降的阵雨在节奏上也有这样的
神来之笔的效果。

如果说这种横移的长镜头构成了
一种手卷式的观看体验， 那么电影在
纵向上则利用一些地理形势形成了构
图上的立轴式欣赏空间。 电影中屡次
出现的斜向上下伸展的石梯路， 结尾
处纵向穿越画面的山脊和一家人下山
的路， 都是如此。 虽然这种构图不可
避免地具有焦点透视的效果， 但由于
镜头往往处于全景和中近景， 并且有
大量的树木植物遮蔽了路的两端， 从
而使得这种透视无法在纵轴上全部完
成， 观众的视线也就更多地集中到人
与景之间的关系中。 同时， 影片中也
有大量固定镜头， 如在不同季节和时
间多次拍摄的江上老二家的渔船， 将
江枫渔火和独钓寒江的诗意带入现实
生活， 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册页， 在
卷轴的流动展开中通过点状的描绘进
一步增添了电影意蕴深长的审美意境。

生活褶子：

平凡世间的人伦情感

在追求电影语言的中国重构中，

《春江水暖》 更难得的是将这种艺术表
达的创新与对一个家族故事的人伦观
照非常紧密而又精巧地结合了起来。

随着卷轴的打开， 那些隐藏在幽秘之
处的生活褶子便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的故事平凡普通。 余家四兄
弟在给母亲庆祝 70 大寿的时候， 母
亲因高血压突发中风 。 老太太出院
后， 围绕照顾赡养的问题四弟兄各有
尴尬。 这是一个在江浙一带极普通的
家族， 四兄弟之间既有各自的问题、

算计， 又有相互的帮衬、 扶持。 老大
不管是处理家里还是兄弟间的关系都
力不从心， 但还是要管； 女儿顾喜大
学毕业回家不听父母安排， 喜欢上了

从国外留学回来当老师的江一， 这让
老大媳妇凤娟非常不满， 连女儿的婚
礼都拒绝出席。 老二房子拆迁了， 儿
子结婚要买婚房， 没地方赡养母亲，

求哥嫂继续照顾， 但老大两口子忙于
饭店生意无暇分身， 只能将母亲送到
养老院。 老三见面只有借钱， 被人追
债东躲西藏， 但当他有钱的时候， 不
但还掉了老大老二的欠款， 还将养老
院的母亲接回自己的家里和脑瘫的儿
子一起照顾。 这正是中国家族个体之
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伦情感， 琐碎真
实而又典型。

除了家族兄弟之间的人伦情感 ，

电影还敞开了代际之间的价值冲突。

这一点， 非常激烈地体现在顾喜对自
己爱情的坚定追求上。 电影中有一段
巧妙的蒙太奇画面。 顾喜爸爸给她小
叔介绍了一个相亲的女人， 他们约在
江边见面； 而顾喜和江一就在他们的
上面。 当两个年轻人在讨论父母爱情
和与子女的关系， 并在交流中不断发
生价值和情感共鸣的时候， 两个中年
人则在为牵手和年龄的问题而尴尬。

这是两代之间的镜像 。 对于父母而
言， 年轻人不懂事不听话； 对于子辈
而言， 父母则只有婚姻没有爱情， 还
要以爱之名规划孩子的人生。 这种冲
突是如此的对立激烈， 以至于顾喜宁
愿被赶出家门， 承受没有父母认同的
痛苦， 也要嫁给自己喜欢的江一。 然
而， 在老太太过世后， 这一切似乎都
消散了。 当顾有福给江一讲述他当年
因为追求妻子而被岳母轰出门去的故
事时 ， 他们才知道 ， 父辈是有爱情
的， 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一点也不比他
们少。 就像老二在妻子生日的时候，

也会亲自为她买一条鲜艳的围巾一
样。 只不过， 他们的爱被生活艰辛褶
皱所深深掩盖， 也缺一点点与后辈沟
通和理解的机会。

电影的结尾， 老四戴着老三送给
他的墨镜 ， 走在一家人的最后 。 然
后 ， 他站住 ， 推开墨镜 ， 回头望望
山头 ， 似乎还在想已经永远离开的
母亲 ， 又转身戴上墨镜走下山去 。

母亲走了， 老三被抓了， 但家还在，

家人还在 ， 富春江还在 ， 于是便有
未来 ， 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富春江
里的 “鱼”。

时间意识：

多重压缩堆叠中的记忆

《春江水暖》 当然有明确的时间意
识， 这便是春夏秋冬。 但这只是电影时
间表面的线性逻辑。 事实上， 电影对时
间性的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层次， 在线
性时间的表面下形成了各种时间的穿越
空间， 很好地扩展了电影的表意可能性。

电影首先面对的是物质空间的消失。

城市的发展导致大面积的拆迁， 电影中
有一段纪录工人拆迁房子的段落特别有
意思。 一个好奇的工人在黑暗中打开打
火机， 拿起了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读出
了被遗弃在这里的几十年前的一段爱情。

这短暂的火光偶然打捞了一段沉默的记
忆， 但它只是一个瞬间便又要归于沉寂，

因为它虽然照亮了过去但却注目着未来。

类似的场景， 在老二家的船上再次出现。

阳阳翻看家里相册的时候抖落出一张老
照片 ， 那是他父母 1985 年时的生日合
影。 他把它夹在镜子的边缝里。 父亲看
到了， 许是想起了过去的时光， 两口子骑
着三轮车专门来看当年生活的老房子最后
一眼。 当房子被推倒的时候， 妻子感叹了
一句， “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啊”， 一瞬
间便烟消云散了。 但镜头一转， 夫妻俩已
经在为儿子看婚房。 时间变成了压缩饼
干， 在合适的时候它总会膨胀。

时间意识的压缩重叠在痴呆的老太
太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老太太连家里
人都不记得了， 却给顾喜和江一讲清楚
了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能黄土变黄
金的道理， 只不过她说的是顾喜的父母。

在顾喜妈妈要赶他们走的时候， 也是老
太太出来阻止， 因为她认识孙女孙女婿，

她一直在等他们回来。 而在她死后， 老
四在墓前读她的日记作业， 我们会发现，

她其实什么都记得，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
来， 只不过忘记了现在。

记忆可以被压缩乃至变形但不能被
抹去， 就好像富春江的四季轮回。 春江
水暖， 只有入水可知。 从这个意义上讲，

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 或江一在电影
中提到的 《千里江东图》， 便成了这未来
的 《春江水暖》。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隐秘的角落》 可谓是今年国产

爆款网剧的肇始之作， 连带着剧中台

词 “去爬山” 和配乐 《小白船》 都在

大众话语中拥有了别样的意涵。 细数

《隐秘的角落》 大受欢迎的原因， 大

概是作为一部网剧， 难得地呈现了较

强的艺术风格， 不仅打破了一般的悬

疑推理剧的套路， 一开始就把罪犯呈

现在观众面前， 而且剧中从大到小的

一众演员， 俱演技在线； 导演的影像

语言也颇为娴熟。

然而， 一边倒的对该剧的赞颂，

却也让人感到不安。 此不安来自电视

剧所呈现的灰暗———并不是来自电视

剧的镜头语言和光影所制造的整体氛

围的灰暗， 而是这种氛围所隐喻、 暗

示甚至夸大的那种灰暗 ， 即人性之

“恶”。 由此引发的， 是电视剧该如何

表现恶的思考。

电视剧表现恶不
是目的，它只是方式

《隐秘的角落》 某种程度上是恶

的集成， 似乎是所有被侮辱被损害以

致带着各种创伤生活的各式人物的汇

总。 冷血而杀人的凶手、 出轨而冷漠

的妻子、 内心阴暗的小孩、 歇斯底里

的母亲……与底层的生活样态的加

持， 构成了一幅残酷物语般的图景，

生活的血淋、 人生的悲苦， 正面和解

救力量的孱弱与无力被极致夸大， 让

整个电视剧直到最后只剩下难以言说

的无奈和冰冷， 于是只能遗留冷漠、

叹息与脊背发凉却难有反思， 也看不

到任何希望， 这或者是这部剧给人最

大的冲击之一， 但也是这部剧最大的

问题之一。

电视剧是不是该表现恶呢？ 毫无

疑问， 犹如月亮背面， 恶是生活的一

部分， 其数目又是无限的， 自然且必

然被电视剧所呈现和反映。 正像雨果

说的， “我们必须容纳一种关于我们

世界和我们自身中存在恶的看法， 不

论那个恶多么触犯我们的自恋”。 所

以，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在电

视剧中表现恶， 而是怎么表现恶， 或

谓之我们表现恶的目的是什么？

左丘明说 “善不可失 ， 恶不可

长”， 因而要 “惩恶而劝善”。 这也是

深植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最具共同认

知的价值观之一。 从这个角度而言，

电视剧表现恶不是目的 ， 它只是方

式。 如果一部电视剧只是为了表现恶

而表现恶， 那么它的影视语言越是新

颖、 叙事越是巧妙、 表演越是精湛，

它于社会与人的意义就越是要被打上

一个问号。 因为， 电视剧是当今影响

力最大、 受众面最广的一种文艺样式

和文化产品， 它对社会环境和大众认

知所起到的作用， 决定了它的社会责

任和义务 。 通过 “恶 ” 之途径达

“善” 之目标， 既符合观众心理期待，

也是其文化功能的体现。 如果一部电

视剧的播出最后让人感慨 “人间不值

得” 甚至细思恐极， 很难称这种创作

是成功； 而一部电视剧在对恶的淋漓

揭示之后， 没有让人反思恶， 没有让

善得以萌发， 那么则很难说是有意义

和价值的。

一味呈现纯粹
的恶 ， 让电视剧的
思想性大打折扣

罗曼·罗兰说 “善与恶是同一块

钱币的正反面”， 善恶之间的争斗是

电视剧的母题 。 近年来 ， 社会的发

展、 媒体环境的开放， 以及人们对于

生活世界各个层面在文化精神上探求

的加深， 都使得以探索和展示恶为主

题的电视剧越来越多。 然而如何有意

义地表现恶， 突破原有的窠臼， 让人

反思恶， 从而达到向善的效果， 则值

得深思。 如果我们将电视剧对于恶的

表现的目的进行更细的分解的话， 概

而要之， 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种种我们并不曾在意的问题有可

能是人性之恶的根源， 而恶本身可能

也是复杂且充满着矛盾性的， 表现这

些揭示这些， 应该是电视剧表现恶的

第一层追求。 一直拥有很高收视率的

海外剧 《双面法医》 就向我们展示了

善恶的复杂和矛盾： 主人公德克斯特

在白天是警察局一名普通的法医， 从

事血迹图案分析工作 ， 协助警察破

案； 而到了夜晚， 他则化身为一个杀

手， 专门猎杀那些做了坏事却因为没

有确凿证据而逃脱法律制裁的人。 电

视剧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除暴安良

替天行道的英雄， 而是揭示其捕杀这

些坏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舒缓自己

的杀戮欲望， 但又难以说他纯粹是一

个恶人， 因为那些被杀的， 也确实恶

事做尽。 到底该如何认知他和他的行

为？ 电视剧就在这种矛

盾困境之中让观众进行

评判、 反思和争论， 从

而更深刻地认识善与恶

的边界。

而更高级的表现是

揭示这些恶背后所勾连

的各种因由， 深挖这些

因由对 “恶” 所应负有

的责任。 比如韩剧 《大

叔》 中女主的犯罪是因

为有黑帮势力的胁迫 ，

而她因为没有任何的地

位和依仗， 只能被迫违

心做事。 正在热播的韩

剧 《恶之花》 中， 男主

及其姐姐所作的恶， 很

大程度上是乡村愚民对

于其父所犯的罪过迁怒

到儿女身上， 以及对于

男主所患的精神疾病的

愚昧无知所造成的。 这

些电视剧在呈现、 反思

和批判的基础之上， 把

恶背后所纠缠的问题引

入哲理深思之中， 不是

简单地只表现恶， 而是

表现恶的多重面相或矛

盾之处或恶背后所牵连

的各种问题， 从而让人

增加对于人性和善恶的

反思批判。

《隐秘的角落》 表

现了各种各样的恶， 而

这些 “平庸的恶” 除了

歇斯底里、 阴沉、 控制欲强烈的母亲

可能造成儿子性格缺陷， 是能够引起

反思的 “恶” 的微小的点之外， 其他

各种恶的描画并不能让人产生更多的

思考和警醒； 电视剧中也几乎找寻不

到这些恶生发的可让人信服的由头，

貌似这些恶都出于剧中人物的本能，

一触即发。 这种单一不具多重面相的

纯粹的恶， 既没有反思， 也没有批判，

更没有揭示这种恶背后所可能牵连的

各种因由的作用与影响， 因而对于恶

的呈现的思想性是大打折扣的。 这无

疑是这部极具风格的电视所遮掩的让

人很难发觉的一大问题。

如果说创作者让人反思恶是第一

层的要求的话， 那么在表现恶的基础

上， 提供解决恶的方式方法则是对电

视剧表现恶的进一步要求———像洛克

说的，“与其高谈罪恶， 还不如说出防

止这些罪恶的方法来”。 实际上，我们

可以在不少电视剧中看到这样的叙事

策略，即呈现作恶者最后落得应有的下

场。 同样是国产悬疑侦探剧的《白夜追

凶》和《无证之罪》，就是在与罪犯的斗

智斗勇的过程中，让真相和真凶浮出水

面，从而实现了恶被惩罚。

当然不可否认， 这个世界上有些

恶，没有最终被惩治，于是有不公。 而

这样的恶的呈现， 是为了激起更多的

惩戒或防治的方法来。 《隐秘的角落》

中张东升看似完美的罪犯， 以及之后

不断的杀人， 却并没有起到这样的效

果。编剧最终也只能安排一个张东升充

满了隐喻色彩的“自爆”来草草了事。且

不说这种终结是否合理，作恶者的自裁

是否是恶应得的结果， 也是存疑的，这

是电视剧的又一问题。

拉罗什福科在《箴言录》中的名句

“我们可以从恶的认识里提炼出善

来”，应该是电视剧对恶的表现目的的

第三个层次。 从艺术性的角度而言，

《隐秘的角落》 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

处，它动画的运用、影视语言的调度、

主题曲的选择甚至是每集不等的片

长，都充满了创新之处。然而正是这种

在艺术性上的创新模糊了观众对于其

思想性和社会性的要求。

《隐秘的角落》是一部纯粹表现恶

的电视剧， 这不但是由于两个主要的

恶的建构其由头没有多大的说服

力———张东升不断杀人的起因是老婆

要与其离婚、 朱朝阳等三人勒索敲诈

杀人犯是因为要凑弟弟的医药费，更

是由于剧中无论是不断杀人的张东升

还是三个进行敲诈的小孩子， 都对自

己的恶没有任何的愧疚、羞耻、难过或

自责的情绪， 因而这种恶是没有救赎

的可能的。 于是这种不自知也未有反

省的恶，是纯粹的恶，只能落实到个人

性格的缺陷和精神障碍， 那么电视剧

在思想性等其他层面，只能落于下乘。

这种由电视剧表现出来的纯粹的恶的

价值和意义就几乎不存在， 而在此基

础上， 电视剧的批判和社会建构意义

与价值， 就更无从谈起。 毕竟， 看到

恶， 更加能够看到消解恶的力量， 从

恶中找到向善的可能， 让人更深刻地

感受到爱、 温暖、 力量、 慰藉以及希

望， 这才应是电视剧表现恶的终极奥

义。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评线上放映的国产片 《春江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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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能把对恶的淋漓揭示导向善的萌发
———评网剧 《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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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艺术风格掩盖的创作缺陷———


